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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确保公司供销渠道的稳定性，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下属公司及其他关联方浙江横店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横店热电”），东阳市横店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浙

江东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东阳市横店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衢州乐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

乐泰”），浙江新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纳”），东阳市横

店商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商贸”），东阳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燃气公司”），以及公司参股公司昌邑华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邑

华普”）和亿帆优胜美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帆优胜美特”）2021

年预计发生总额为 60,295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50,240.80 万元。 

2、2021 年 3 月 1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吴兴先生回

避表决，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家园化

工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1 年度  

上年发生金

额 

截止 2021 年

2 月 28 日已

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浙江新纳 采购二氧化硅 市场价格 130  121.91  0.00  

昌邑华普 采购中间体 市场价格 27,000  32,673.39  2,730.07  

小计 27,130  32,795.30  2,730.07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 市场价格 1,110  955.23  163.37  

热电公司 蒸汽和电力 市场价格 13,072  10,475.57  1,963.65  

横店商贸 煤和生物质燃料 市场价格 622  358.78  90.14  

燃气公司 天然气 市场价格 640  350.03  70.63  

小计 15,444  12,139.61  2,287.79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提供

服务 

亿帆优胜美特 
销售商品、提供研发

服务 
市场价格 5,600  3,292.04  0.00  

小计 5,600  3,292.04  0.0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昌邑华普 收取管理费用 

按协议计算，

1500 吨以下，

收管理费 50 万

元，超 1500 吨

以上，按超过部

分销售收入的

0.4%收管理费。 

106  107.90  0.00  

小计 106  107.90  0.0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污水处理公司 提供污水处理服务 市场价格 605  520.26  70.37  

建设公司 工程建设 市场价格 11,254  1,228.57  330.00  

小计 11,859  1,748.83  400.37  

租赁 

衢州乐泰 
租赁关联方的土地

和厂房等 
市场价格 98  94.03  0.00  

昌邑华普 
向关联方租赁公用

系统设备 
市场价格 58  51.49  9.70  



小计 156  145.52  9.70  

合计 60,295  50,229.20  5,427.9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

产品 

浙江新纳 采购二氧化硅 121.91 200 -39.05% 

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

号 2020-15） 

昌邑华普 采购中间体 32,673.39 30,000 8.91% 

小计 32,795.30 30,200 ——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 955.23 938 1.84% 

热电公司 蒸汽和电力 10,475.57 11,916 -12.09% 

横店商贸 
煤和生物质燃

料 
358.78 485 -26.02% 

天然气公司 采购天然气 350.03 305 14.76% 

小计 12,139.61 13,644 ——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 

亿帆优胜美特 提供研发服务 3,292.04 3,500 -5.94% 

小计 3,292.04 3,500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昌邑华普 收取管理费用 107.90 95 13.58% 

小计 107.90 95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污水处理公司 
提供污水处理

服务 
520.26 590 -11.82% 

园林公司 
制剂车间、医药

公司仓库 
110.09 200 -44.96% 

建设公司 提供工程建设 1,228.57 2,270 -45.88% 

小计 1,858.92 3,060 —— 

租赁 衢州乐泰 
租赁关联方的

土地和厂房等 
94.03 98 -4.05% 



昌邑华普 
向关联方租赁

公用系统设备 
51.49 58 -11.22% 

小计 145.52 156 —— 

合计 50,339.29 50,655.00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主要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市场供

求，很难准确预计，因此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

差异：（1）2020 年度，公司向浙江新纳采购原料药 121.91 万元，与预计

金额差异-39.05%，由于受疫情影响，客户需求减少。（2）公司向横店商贸

采购媒和生物质燃料 358.78 万元，与预计金额差异 26.02%，主要原因是价

格下跌且采购量未达到预期。（3）公司 2020 年与建筑公司和园林公司的关

联交易与预计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工程量未达到预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上述差异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在以后年度的关

联交易预计中应审慎预计，尽量避免大额差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人 经营范围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热电公司 6,000 金庆伟 
供电、供汽、煤灰煤渣销售

及供热管道维护。 

总资产 29,606.74 万元，净资产 14,409.0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0253.00 万元，净利润

3035.04 万元（未经审计）。 

自来水公

司 
525 何永强 

水资源开发利用、自来水生

产、供应；自来水管道安装、

维修，管件及水表批发、零

售。 

总资产 19,284.58 万元，净资产 7,173.54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4,872.84 万元，净利润

2,158.09 万元（未经审计）。 

园林公司 3,055 吴立新 
古典园林建筑（资质壹级）、

工业民用建筑、公用工程。 

总资产 3,725.40 万元，净资产 2,820.53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125,715.27 万元，净利润

-111.83 万元（未经审计）。 

建设公司 36,000 
杜一心 

 

房屋建筑，建筑装饰，装璜，

园林古建，设备安装，市政

工程，道路桥梁和预制构件

加工。 

总资产 101,199.30 万元，净资产 49,304.1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5,715.27 万元，净利

润 3,640.16 万元（未经审计）。 



污水处理

公司 
5,000 张洪成 污水处理。 

总资产 13,826.95 万元，净资产-22,233.1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570.05 万元，净利润

-639.63 万元（未经审计）。 

衢州乐泰 500 李佳 

机电设备（不含汽车）、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包装材

料销售；机械设备、自有厂

房租赁。 

总资产 572.90 万元，净资产 558.87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94.03 万元，净利润 40.37 万

元（未经审计）。 

浙江新纳 
12,272.7

3 
任立荣 

研发、生产和销售硅材料及

制品、橡胶材料及制品、陶

瓷材料及制品、金属与非金

属复合材料及制品（不含电

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总资产 98,291.78 万元，净资产 43,194.9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1,348.53 万元，净利

润 7,540.70 万元（未经审计）。 

横店商贸 100 郭剑 

无仓储零售：油漆、稀释剂、

煤炭；消防器材、工艺品、

建材销售及代理；电器销

售、代理、安装、维修、配

送及仓储；日用百货（不含

危险品）、电子产品(不含

地面卫星接收设备、无线电

发射设备)、酒店用品、办

公用品、家具、服饰服装、

床上用品、生物质燃料销

售。 

总资产 3,933.41 万元，净资产-1,425.98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3,490.24 万元，净利润

-1,212.26 万元（未经审计）。 

昌邑华普 5,907.14 祝永华 
研发、生产（储存）、销售

联苯腈、二甲联苯、氯化镁。 

总资产 21,380.51 万元，净资产 17,757.1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2,453.70 万元，净利

润 10,313.63 万元（未经审计）。 

亿帆优胜

美特 
10,510 周本余 

从事医药、医疗器械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咨

询（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

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会议服务。 

总资产 9,427.72 万元，净资产 9,424.22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584.79

万元（未经审计）。 

燃气公司 5,000 胡江彬 
东阳市区域范围内经营：管

道燃气<混空气、液化石油

总资产 37,857.04 万元，净资产 12,504.2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5743.73 万元，净利



气、天燃气>、瓶装燃气<

液化石油气>；货运：普通

货物运输、经营性危险货物

运输；钢瓶销售；液化石油

气充装；液化石油气钢瓶检

验；城市管道燃气设施设备

的设计、建设、经营与维修；

燃气设备、燃气器具销售、

维修；地磅秤服务。 

润 2,265.85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昌邑华普和亿帆优胜美特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之参股子公司，因公司董事、

高管在其担任董事职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热电公司、自来水公司、园林公司、

建设公司、污水处理公司、衢州乐泰、浙江新纳、横店商贸、燃气公司系公司控股

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

均具备较好履约能力。 

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采购商品类交易货到验收合格后 30日内电汇或承兑结算；提供研发服务采取一

年一次性支付；采购燃料动力类交易及污水处理交易采用承兑月结方式结算；工程

类项目按工程进度支付承兑汇票结算；租赁关联方土地厂房类现金按季度结算；租

用关联方公用系统设备现金按月结算；收取管理费用统一在年底现金结算。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主要为了满足公司生产

经营的正常需要，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 



公司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按

照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也没有影响。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 关于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普

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已事前知晓了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预计的2021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

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金额预计

客观、合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企业形成依赖。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普

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查阅了公司的有关文件及

法律文件，经认真研讨，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是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所不可取消的营销活

动。与各关联方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签署的总体框架协议是公允的，能

够保证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2、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定价原则遵从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公允合理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董事会在进行表决时，

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三）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事项的专项意

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4 号-上市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

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针对2020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浙江新纳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纳”）、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园林古典建筑公司

（以下简称“园林公司”）、东阳市横店商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商贸”）

和浙江东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和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我们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2020年度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主要是因为：公司与主要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生产经

营需要、市场供求，很难准确预计，因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与实际发生情况存

在一定差异：（1）2020年度，公司向浙江新纳采购原料药121.91万元，与预计金

额差异-39.05%，由于受疫情影响，客户需求减少。（2）公司向横店商贸采购媒和

生物质燃料358.78万元，与预计金额差异26.02%，主要原因是价格下跌且采购量未

达到预期。（3）公司2020年与建筑公司和园林公司的关联交易与预计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工程量未达到预期。 



综上所述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差异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

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在以后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中应审慎预计，尽量避免大额差异。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