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碼：0874）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的。

茲刊載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的本公司關於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數的公告之中文全文，
僅供參考。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17年3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陳矛先生、劉菊妍女士、 
程寧女士、倪依東先生、吳長海先生與王文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先生、 
邱鴻鐘先生、儲小平先生與姜文奇先生。



1

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7－01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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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

下合称“本集团”）预计 2017 年与本公司合营企业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医药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药业”）

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1）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的采购、销售和

提供劳务（广告代理+研究开发服务）等交易金额合计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4.50 亿元；

（2）本集团与医药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的采购、销售交易、

提供劳务（广告代理服务）金额合计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5.01 亿元；

（3）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的采购、销售、

委托加工与提供劳务（广告代理+研究开发服务）等交易金额合计预计不超

过人民币 23.40 亿元。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就

上述事项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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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系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

易，不具排他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有利于本集团业务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 10.1.6

条及第 10.2.1 条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李楚源先生、程宁女士回避表决，其余 9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上的独立股东审议

批准，关联股东将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3、本公司独立董事黄龙德先生、邱鸿钟先生、储小平先生及姜文奇先

生对该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并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

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项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本集团分别与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王老吉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6 年度的采购、销售、委托加工、

提供劳务（广告代理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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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6年年度预

计金额 

（人民币万元） 

2016年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人民币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 

白云山和黄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100,000 31,940 本集团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逐

步推进内部资源整合，但部分

资源整合进度未达预期。 

 

医药公司及

其 控 股 子

公司 

150,000 68,760 

王老吉药业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80,000 77,287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白云山和黄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35,000 18,462 

本集团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逐

步推进内部资源整合，但部分资

源整合进度未达预期。 

医药公司及

其 控 股 子

公司 

150,000 121,787 

王老吉药业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80,000 45,008 

向关联人提

供 劳 务

（广告服

务） 

白云山和黄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10,000 3,026 / 

王老吉药业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1,000 3,905 

2016 年，本集团进一步加大内

部资源整合力度，且王老吉药

业的生产经营进一步恢复，致

使其委托本公司属下子公司

广告代理业务量大幅度增加。 

向关联人提

供委托加

工服务劳

务 

王老吉药业

及 其 控 股

子公司 

3,000 2,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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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人民币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人民币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药

材、药

品及其

他商品 

白云山和

黄及其

控股子

公司 

100,000 27.03 31,940 17.95 

2017 年，本集团将进一步加

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预计

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相

应增长 

医药公司

及其控

股子公

司 

150,000 40.54 68,760 38.63 

2017 年，本集团将进一步加

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预计

本集团与医药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相应

增长 

王老吉药

业及其

控股子

公司 

120,000 32.43 77,287 43.42 

2017 年，本集团将进一步加

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预计

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相

应增长 

小计 370,000 100.00 177,987 100.00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原

辅材料

及其他

商品 

白云山和

黄及其

控股子

公司 

35,000 10.45 18,462 9.97 

2017 年，本集团将进一步加

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预计

本集团与白云山和黄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相

应增长 

医药公司

及其控

股子公

司 

200,000 59.70 121,787 65.74 

2017 年，本集团将进一步加

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预计

本集团与医药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相应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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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吉药

业及其

控股子

公司 

100,000 29.85 45,008 24.29 

2017 年，本集团将进一步加

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预计

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及其

控股子公司的购销业务相

应增长 

小计 335,000 100.00 185,257 10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

务（广

告代理

及研究

开发服

务） 

白云山和

黄及其

控股子

公司 

10,000 55.25 3,022 43.39 

2017 年，随着业务的不断扩

大，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

公司委托本公司属下子公

司进行广告代理及研究开

发业务量预期将增长。 

医药公司

及其控

股子公

司 

100.00 0.55 42.40 0.614 

2017 年，随着业务的不断扩

大，医药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委托本公司属下子公司

进行广告代理业务量预期

将增长。 

王老吉药

业及其

控股子

公司 

8,000 44.20 3,905 56.00 

2017 年，随着王老吉药业的

生产经营进一步加大，预期

其通过本公司属下子公司

进行广告代理及研究开发

业务量将增长。 

小计 18,100 100.00 6,973 100.00  

向关联人

提供委

托加工

服务劳

务 

王老吉药

业及其

控股子

公司 

6,000 100.00  2,325 100.00 

2017 年，预计王老吉药业的

生产经营进一步加大，预期

其委托本公司属下子公司

进行提取、加工生产的业务

量将增长。 

小计 6,000 100.00 2,325 100.00  

合计  729,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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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花

二路 831号，为本公司持股 48.0465%的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健仪，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475.6878 万元，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中成

药及药食同源饮料、糖果。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未上市）。 

该公司 2016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度 

（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114,074 

净资产 78,983 

营业收入 122,392 

净利润 -2,179 

2、广州医药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大同路 97-103

号，为本公司持股 50%的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JOHN KALLEND 先生，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经营国产、进口、合资厂家不

同规格的各类中西成药、化学药品、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化学试剂、

玻璃仪器及保健用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及零售等。

该公司 2016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度

（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1,632,404

净资产 278,839

营业收入 3,300,481

净利润 2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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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为广州白云区沙太北

路 389 号，为本公司持股 50%的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杜志强，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各类药品、保健品、食品和中药材的

生产、加工、研发与销售、酒类的批发、文化展示、纪念品批发、体育活

动的设计和管理。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该公司 2016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度

（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150,440

净资产 89,014

营业收入 150,490

净利润 14,190

（二）关联关系 

王老吉药业现为本公司持股 48.0465%的合营企业，医药公司及白云山

和黄现为本公司持股 50%的合营企业。由于本公司董事长李楚源先生为医

药公司和白云山和黄的副董事长，董事程宁女士为医药公司的监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项交易视为关联交

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为本集团与关联企业间的持续日常关联交易，属正常的

生产经营需要，且上述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集团与医药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白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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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吉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的2017年年度预计数是根据

2016年年度的相关交易额作为各自的备考金额，并结合了本集团及以上合

营企业 2017年度经营计划和具体战略部署而厘定的。 

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白

云山和黄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所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按公平基准磋

商厘定，并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本集团给予独立第三方或自独立第

三方获得（如适用）的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发展。

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的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