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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276        证券简称：翔宇药业        主办券商：东方投行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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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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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年发

生金额 

（2020）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原材料 2,000,000 226,551.33 公司在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时，是根据需求和业务开展

情况进行判断，以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预计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商品 70,040,000 35,735,448.12 公司在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时，是根据需求和业务开展

情况进行判断，以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预计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 - - -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 - - 

其他 

接受关联方财务

资助、关联方担

保、关联租赁、

关键管理人员薪

酬等 

1,503,100,000 822,801,057.5 公司在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时，是根据需求和业务开展

情况进行判断，以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预计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合计 - 1,575,140,000 858,763,056.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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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林凡儒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办事处焦庄居委 702号 

2. 自然人 

姓名：邵长秀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办事处焦庄居委 702号 

3. 自然人 

姓名：赵振桥 

住所：山东省莒南县人民路 33号 1号楼 4单元 402 室 

4. 自然人 

姓名：徐步玺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张家湾存 7号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临沂市金源路 307 号  

注册地址：临沂市金源路 30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林凡儒 

实际控制人：林凡儒  

注册资本：300,000,000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临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东路 101号  

注册地址：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东路 10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马龙德 

实际控制人：林凡儒  

注册资本：8088.225万 



公告编号：2021-007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临沂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东路中段 101号西侧  

注册地址：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东路中段 101号西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韩敬涛 

实际控制人：林凡儒  

注册资本：6000万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临沂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住所：临沂经济开发区沂河路中段北侧  

注册地址：临沂经济开发区沂河路中段北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刘修田 

实际控制人：林凡儒  

注册资本：3700万 

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翔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兰山区金源路 307 号（原金雀山四路 16号）  

注册地址：兰山区金源路 307号（原金雀山四路 16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王兴忠 

注册资本：5000万 

10.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乌海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双拥东街北六街坊安泰家园中山商业 2 号 02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双拥东街北六街坊安泰家园中山商业 2号 0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刘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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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万 

1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临沂翔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沂河东路 101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沂河东路 101 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明 

注册资本：30000万 

1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内蒙古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诺和木勒大街２６号Ｂ座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诺和木勒大街２６号Ｂ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刘修田 

注册资本：100万 

1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翔宇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336号  

注册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336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王俊钦 

注册资本：5000万 

1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同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336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336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管永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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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翔宇（临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芝麻墩办事处沂河东路 101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芝麻墩办事处沂河东路 10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管永华 

注册资本：1000万 

1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翔宇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沂河东路 101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沂河东路 10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林祥宇 

注册资本：300万 

1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安媞儿母婴护理有限公司 

住所：临沂市河东区三江领秀 2C号楼 502  

注册地址：临沂市河东区三江领秀 2C号楼 50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贾玉会 

注册资本：1000万 

1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包头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北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北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董瑞瑞 

注册资本：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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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表决权回避制度。此议案

尚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交易 

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2021年预计金额(万元） 

临沂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 500  

临沂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 4000  

临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100  

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50  

山东翔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 500  

乌海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 200  

临沂翔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10  

内蒙古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 1500  

山东翔宇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2  

山东同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2  

山东翔宇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 10  

山东安媞儿母婴护理有限公司 销售 30  

包头市仁和堂医药连锁公司 销售 100  

合  计  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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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联方采购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2021年预计金额（万元） 

临沂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 50 

临沂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采购 100 

翔宇（临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 50 

合    计  200 

3、 关联租赁情况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2021年预计金额（万元） 

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产 60 

4、 关联方担保和资金拆借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

发生额（万元） 

林凡儒、邵长秀、徐步玺、赵振桥、管永华、翔宇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临沂

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临沂中瑞医药有

限公司、山东翔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

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50,000 

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市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临沂中瑞医

药有限公司、山东翔宇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翔宇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 100,000 

5、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关联方 2021年预计发生额（万元）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50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交易 协议，交易价格 系

按市场方式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正常经营有积极的影响；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 员、

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产生较大依赖，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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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导致本公司与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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