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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根据 2019 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对包括采购、销售商品等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公司 2019 年与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公司、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总额为 28,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992,248.95 万元的 1.44%，不需报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交易各方分

别为公司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之大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属同一关联人），2019 年与以上交易各方预计发生的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2、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以 7 票同意（王明辉、王建华、杨昌红、邱晓华四位董事为关联董事，故



 

 

回避表决），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3、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图表 1：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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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

公司 

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2600.00 325.06 1331.28 

昆明德和

罐头食品

有限责任

公司 

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200.00 138.23 187.01 

小计 - - 2800.00 463.29 1518.29 

向关联人

销 售 

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

公司 

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1400.00 6.92 279.18  

西藏久实

致和营销

有限公司 

 

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24500.00 2158.40 21523.05  

小计 - - 25900.00 2165.32 21825.17 

                                                                                    

（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图表 2：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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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

公司 

商品 1331.28 1600.00 0.07% 16.80% 不适用 

昆明德和

罐头食品

有限责任

公司 

商品 187.01 200.00 0.01% -6.50% 不适用 

和全 商品 0.00 12.00 0.00% -100% 不适用 

小计 - 1518.29 1812.00 0.08% 16.21% - 

向关联

人销售 

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

公司 

商品 279.18  1,300.00  0.01% 78.52% 不适用 

西藏久实

致和营销

有限公司 

商品 21523.05  30045.00  0.81% 28.36% 不适用 

小计 - 21825.17  31345.00  0.82% 3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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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计划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前，基于业务需要、合作关系和实

际履约能力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计应当是合理

的。其中关联法人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白药控股有

限公司、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公司，关联自然人和全预计数与实际

发生数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公司及关联方的业务需求量下降所

致。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严控关联交易，保证公平、公正，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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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 2018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符合市场

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因业务需求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在

差异，但该等差异的出现确实因不可控因素所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注：由于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与公司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众多，并且其中任一关联方

与公司发生交易金额没有达到 300 万以上且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故公司将云南白

药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各关联方按照同一实际控制人（即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为口径进行合并

列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发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叁亿叁仟叁佰叁拾叁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整 

主营业务：植物药原料基地的开发和经营；药品生产、销售（限所投

资企业凭许可证生产、经营）、研发；医药产业投资；生物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国内、国际贸易。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30000216547048T 

注册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3686 号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审定数）：总资产 5,399,712.74 万元、净

资产 4,005,437.9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689,700.90 万元、净利润

348,041.23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

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焱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佰伍拾万元整 

主营业务：罐头、山楂酱、糕点、腌腊制品、包装小食品的生产；白

糖、葡萄糖、蜂蜜、水果、炒货的分装；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

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进出口业务。 

注册住所：昆明市龙泉路 503 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301002165757431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39,127 万元；净资

产：27,42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7,004 万元；净利润 3,742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陈发树先生和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昆明德和罐头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 69%和 31%的股权，陈发树先生是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45%股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

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和全 

1、基本情况 

关联人姓名：和全 

身份证号码：533221197609****** 

住所：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 

任职情况：丽江云全生物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和全为本公司下属四级子公司丽江云全生物开发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

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和全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倪国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主营业务：软件开发、推广及技术服务；网络设计；产品设计、企业

营销策划、活动策划及执行、会议服务、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广告

代理；纺织品、家具家居、建材、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品、

化妆品、首饰、工艺品、电子产品、通信产品、数码产品、家用电器、润

滑剂、燃料油（不含危化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化品）、汽车用

品、宠物食品、宠物用品、保健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的线上线

下销售；预包装食品线上线下销售、散装食品线上线下销售；进出口贸

易；I 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注册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世通阳光新城 15 幢 3 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400913213401109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7,771.80 万元，净资产

5,650.8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6,782.45 万元，净利润 2,592.50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公司是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辖的

全资子公司，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下辖的全资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华都购物广场股

份有限公司 38.49%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45%的股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

营，与本公司关联交易类别主要为从本公司采购商品，在自有商业渠道进

行商品销售，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 2019 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对包括采购、销售商品等与日常经

营相关的各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交易价格是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

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也是云南白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具有合法性、公允性。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

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

行。 

2、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此类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3、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

没有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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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

事，经事前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关联交易情况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且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 2019 年度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预计公司 2019 年与关联方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昆明德和罐头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8,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992,248.95 万元的 1.44%，不

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 2019 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互惠、互

利”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

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3、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  

4、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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