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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1-020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日常设备维护需要预

算安排，需向关联公司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采购项

目所需的部分设备及公司现有设备维修的零配件，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的下属子公司）预计 2021 年与楚天科技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0 万元。 

根据经营业务活动发展需要，拟向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丰大药房”）销售商品，公司原独立董事王红霞女士为益丰大药房独立董事，

王红霞女士曾担任公司第三、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 2020 年 05 月 19 日离任，

离任时间未满十二个月。因王红霞女士关系，公司与益丰大药房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自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不再与益

丰大药房构成关联关系。据上，2021 年度仅对 2021 年 5 月 19 日之前与益丰大

药房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做出预计，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

子公司）预计 2021 年与益丰大药房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30

万元。 

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2020 年度与楚天科技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86.16 万元，与益丰大药房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715.40 万元。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



 - 2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设备

及配件 

楚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及配件 
市场价格 100 6.59 186.16 

小计 - - 100 6.59 186.16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益丰大药房连

锁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30 378.15 715.40 

小计 - - 530 378.15 7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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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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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及配

件 

楚天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采购

设备

及配

件 

186.16 150 1.16 24.11 

《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0-016）刊载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小计 - 186.16 150 1.16 24.11 -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益丰大

药房连

锁股份

有限公

司 

销售

商品 
715.40 900 0.97 -20.51 

《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0-016）刊载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小计 - 715.40 900 0.97 -2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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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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有较大

差异的原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

务的上限金额，包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

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

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

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

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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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高于预计金额，是因

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

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

异。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

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楚天科技”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43176293C 

法人代表：唐岳 

注册资本：56,623.464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长沙市宁乡市玉潭镇新康路 1 号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水处理设备的研发；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

专用设备、干燥设备、压力管道及配件、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水

处理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空气净化设备的制造；压力管道及配件、专

用设备、水处理设备、机电设备、机电产品、通用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子自动化

工程、机电设备的安装服务；工业、机械工程的设计服务；压力管道的改造、维

修；应用软件、支撑软件的开发；信息系统工程的咨询、规划；机电设备的维修

及保养服务；软件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灭菌行业相关软件技术服务；房屋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服务； 

压力管道设计；压力容器的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机电生产、加工；洁净净化

工程设计与施工；专业技术认证；智能机器的研发、生产、销售、运营；工程项

目管理服务；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工程管理服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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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总承包；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技术咨询服

务；培训活动的组织；人力资源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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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楚天科技总资产 742,265.44

万元，净资产 326,703.57 万元，2021 年一季度报告期营业收入 113,926.47 万

元，净利润 10,328.13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357,621.34 万元，2020 年度

净利润 20,098.18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楚天科

技 13,392,001 股，占楚天科技总股本的 2.37%，属于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楚天科技经营情况正常，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此项关联交易

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二）关联方“益丰大药房”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67558223X2 

法人代表：高毅 

注册资本：53106.830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路 2638 号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零售；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器械销售；食盐零

售；凭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从事食品经营；书报刊零售、食品添加剂、保健

用品、化妆品、洗涤化妆品、消毒剂、健身器材、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纺织品

及针织品、文具用品、花卉、通信设备、农副产品的零售；眼镜的加工、验配、

销售；票务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及代理；百货、连锁零售仓储服务、冷库服

务；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互联网药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按许可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管理咨询等服务（不含金融、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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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的咨询，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

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代理、发布

服务；职业中介服务；综合医院、康复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诊所

服务（限分支机构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营）；母婴保健服务（凭母婴保健服

务执业许可证经营）；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房屋及柜台租赁服务及相关

业务的策划、咨询与促销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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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益丰大药房总资产

1,294,990.08 万元，净资产 578,206.22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314,450.24

万元，2020 年度净利润 86,685.47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原独立董事王红霞女士 2020 年同时担任益丰大药房独立董事，离任时

间未满十二个月，益丰大药房属于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益丰大药房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此

项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与楚天科技、益丰大药房关

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按市场价格为基础，不存在价格溢价或

价格折扣的现象。交易价款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是根据采购、销售订单上的单价

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九会议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公司（含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按需与楚天科技、益丰大药房分次签订采购与销

售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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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与楚天科技、益丰大药房发

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

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日常设备维护需要预算安排，预计发生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

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公司（含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设备及

零配件，能够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优势，对稳定设备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在保

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运行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对交易双方互惠互利。公司（含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业务合作，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规模，促进业务发展。 

公司与上述两个关联方的交易定价参照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确定，没有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没有异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业务活动发展

需要、日常设备维护需的预算安排，2021 年度预计和关联方楚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生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的设备及零配件采购的关联交易，和关联方益

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不超过人民币 530 万元的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的交易行为，并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

审议此交易事项时，其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所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

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的必须事项，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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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