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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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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

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系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生产经

营的实际需求制订，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预计总金

额占公司 2018 年度同类交易预计总金额的比例较低，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

成较大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案》，就 2018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的预计，并

同意将预案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李明焱、朱惠照与李

振皓回避表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系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开展的正常经营活动，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占公司

2018 年度同类交易预计总金额的比例较低，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

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意见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案系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制订，遵循了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

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与关联方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对该预案进行表决时予以了回避，董

事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占公司

2018 年度同类交易预计总金额的比例较低，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

依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结算定价与同非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结算定价不存

在实质性差异，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5、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查阅了寿仙谷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的相关董事会资料、监事会资料、审计委员会资料及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慎核查

后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了回避表决，

且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所履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寿仙

谷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无异议。 

（二）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7 年 2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案》，就公司 2017 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1、销售和采购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金额（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金华庆余寿仙谷国药有限公司 1200.00 432.79 

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80.00 16.27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国药馆有

限公司 
600.00 84.00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中医门诊

部有限公司 
500.00 19.61 

合计 2,380.00 552.67 

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 
武义森宝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300.00 297.90 

合计 300.00 297.90 

2、银行借款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金额（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借款 
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000.00 2,400.00 

3、结算账户 

项目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年初余额 

（万元） 

本期增加 

（万元） 

本期减少 

（万元） 

利息收入 

（万元） 

预计发生 通过关联

方转账结

算资金 

浙江武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5.38 50,000.00 50,000.00 1.40 

实际发生 15.38 14,620.23 14,604.89 0.07 



（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在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需求后，公司就 2018 年度

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的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和采购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合同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金华庆余寿仙谷国药有限公司 700.00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国药馆有限公司 300.00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1,200.00 

2、银行借款 

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借款金额（万元） 

向关联方借款 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3、结算账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年初余额 

（万元） 

本期增加 

（万元） 

本期减少 

（万元） 

利息收入 

（万元） 

通过关联方转

账结算资金 

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0.73 30,000.00 30,000.00 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金华庆余寿仙谷国药有限公司 

金华庆余寿仙谷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余寿仙谷”）系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明焱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华庆余寿仙谷国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23671634581N 

注册地址 武义县解放中街汇景新城底层4-5号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明焱 

成立日期 2008年1月31日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武义县 

股权结构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持有51.00%的股权，金华寿仙谷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寿仙谷药业”）持有49.00%的股权 

经营范围 

乙类非处方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中药材（饮片）（限品种供应）的零售（具体经营范围详见许可

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日用杂品、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其他日用品的零售；中型餐馆（仅限分公司经营） 

（二）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国药馆有限公司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国药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回春堂国药馆”）系公

司实际控制人李明焱担任董事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国药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MA27W4PE6F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东路338号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汪立源 

成立日期 2015年10月27日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杭州市 

股东构成 
杭州方回春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1%的股权，郑家杨持有31%的股

权，公司持有10%的股权，罗敏持有8%的股权 

经营范围 零售：药品，预包装食品销售，批发、零售：日用品，化妆品 

（三）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回春堂门诊部”）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焱担任董事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方回春堂寿仙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MA27W4MP7G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东路339号二楼、337号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汪立源 

成立日期 2015年10月27日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杭州市 

股东构成 
杭州方回春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1%的股权，郑家杨持有31%的股

权，公司持有10%的股权，罗敏持有8%的股权 

经营范围 服务：中医门诊（不含煎药） 

（四）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义商业银行”）系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明焱担任董事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30723552860156J 

注册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城武阳中路37号 

注册资本 49,665.41万元 

法定代表人 廖根勇 

成立日期 2010年3月18日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武义县 

股东构成 寿仙谷药业持有4.93%的股权，其他股东持有96.65%的股权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发行、代理承兑、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从事借记

卡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1、公司对庆余寿仙谷执行的经销价格与公司对非关联方杭州胡庆余堂国药

号有限公司执行的经销价格保持一致，对方回春堂国药馆、方回春堂门诊部执行

的经销价格与公司对非关联方杭州方回春堂国药馆有限公司执行的经销价格保

持一致，公司向庆余寿仙谷、方回春堂国药馆及方回春堂门诊部的销售价格略低

于其他非关联经销客户，但差异较小，主要原因系考虑到不同经销商品牌知名度、

市场信誉等存在一定差异，公司对不同经销商执行略有差异的产品折扣政策，杭

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与杭州方回春堂国药馆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最主要的



客户之一，享受的产品折扣略低于经销商市场平均折扣。 

2、公司在武义商业银行结算账户的活期存款利率与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活

期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一致，借款利率根据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确定。 

四、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系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求而制订，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结算定价与同非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结算定价不存在实质性

差异，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占公司 2018 年度同类交易

预计总金额的比例较低，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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