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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8-01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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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为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司”）拟与关联人或其全资/控股

子公司发生的年度设备、原料药购销业务，涉及总金额为人民币

3,2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总额在董事会决策权

限内，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曙

萍女士已回避表决，其余6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该

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事前认真审核了相关资料，并召

开会议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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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公平合理；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2018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7年公司与关联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

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华纳大药厂”）共发生药品原料购

销业务263.76万元；2017年公司未与关联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发生交易。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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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买

设备 

楚天 

科技 
 2,700 100 0 0 首次交易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材料 

华纳大

药厂 
500 100 0 263.76 

公司已申报阿德福韦酯 

原料药的注册申请，预 

计将增加相关原材料的 

采购 

合计    3,200 100  0  263.76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介绍 

（一）楚天科技 

1、楚天科技基本情况 

楚天科技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30100743176293C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宁乡县玉潭镇新康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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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科技成立于2000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医

药装备行业的领袖企业，主营业务是为市场提供智能医药装备整

体解决方案，并率先推动智慧医药工厂的研究与开发，于2014

年1月21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0358。  

2、主要财务数据 

2016 年 12月 31日，楚天科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91,87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675 万元；2016 年，楚天科技实现

营业收入 97,316万元，净利润为 11,865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楚天科技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0,814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694万元；2017年，楚天科

技实现营业收入 128,771万元，净利润 12,002万元。 

（二）华纳大药厂 

1、华纳大药厂基本情况 

华纳大药厂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301007279773228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 唐岳 

注册资本 48,015.4435 万人民币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月 08日 

经营期限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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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的制造；电子自动化工程、机电设备的安装服务；机电设备、机电产品、
通用机械设备、压力管道及配件、专用设备、水处理设备的销售；工业、机
械工程的设计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的维修及保养服
务；机电生产、加工；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工程
总承包服务；压力管道的改造；压力管道的维修； 压力管道设计；压力容器
的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洁净净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专业技术认证；工程
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工程管理服务；工
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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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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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纳大药厂是一家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集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药品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口服固体制剂和原料药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华纳大药厂已申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正在排队等候证监会审核中。 

2、主要财务数据 

2016年 12月 31日，华纳大药厂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2,72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32,406万元，负债总额 20,323万元；2016

年，华纳大药厂实现营业收入 31,432 万元，净利润为 3,738 万

元。 

2017 年 6 月 30 日，华纳大药厂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6,09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34,955 万元，负债总额 21,144

万元；2017年，华纳大药厂实现营业收入 14,884万元，净利润

2,549万元。 

（三）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独立董事刘曙萍女士同时兼任楚天科技、华纳大药厂的

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楚天

科技、华纳大药厂构成公司的关联人，公司与楚天科技、华纳大

药厂将发生的设备采购、药品购销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住所 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区 

法定代表人 黄本东 

注册资本 7,030 万人民币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1 年 4月 30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中药材种植；农产品销售；药品研发；科技信
息咨询服务；其他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化学药品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有机化学原料、
其他非危险基础化学原料的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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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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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17年，公司与关联人华纳大药厂共发生药品原料购销业务

263.76万元；华纳大药厂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2017年公司未与关联人楚天科技发生交易，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

易为首次交易，楚天科技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协议和定价政策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方盛利普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盛利普”）与楚天科技就部分设备采购签订的协议主要条

款如下： 

1、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冻干设备一套，共计人

民币 1,119.50万元。 

2、按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和美

国联邦法规 21CFR211CGMP 的要求。质量三包，质保范围参照产

品使用说明书终身提供维修服务，质保期后，只收取成本费。 

3、汽车运输，供方负责运输费用及运输途中货物安全；货

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负责卸货、设备定位、货物安全及相关费

用。 

4、验收标准：按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

订）》和美国联邦法规 21CFR211CGMP 的要求及双方约定的技术文

件，由双方共同验收。 

5、违约责任及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

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供需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

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违约与纠纷，违

约方支付的违约金、罚金和赔偿金累计总额不超过合同标的价格

总额的 10％。 

6、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并以书面文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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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本合同一式六份，供需双方各执三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本合同以电脑打印稿为准，任何形式的涂改均视为无效。 

（二）公司暂未与华纳大药厂签署相关协议，后续将根据实

际需要签署对应的《产品购销合同》。 

（三）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将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且公司确定采购对象前已进行充分市场调研与价格对比

分析，不存在实际交易价格与市场参考价格差异较大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1）公司主要以药品制造和销售为主要业务，其中公司全

资 子 公 司 方 盛 利 普 主 要 是 为 了 承 接 公 司 参 股 子 公 司

LipoMedics,Inc.未来的药品生产业务而新设立的子公司。因业

务发展需要，方盛利普需要建成符合 FDA认证标准和使用要求的

国际制剂工厂，故需采购冻干生产线设备。楚天科技作为国内医

药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其生产的冻干粉针设备处于国内一流水

平，产品已经出口至欧洲、亚洲、南美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市场调研与综合比较，楚天科技产品不仅符合方盛利普要求，

且在设备性能、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还存在一定优势。 

（2）华纳大药厂共有原料药药品注册批件 22个，其生产的

原料药产品直接销售给全国近两百家药品生产企业，综合实力较

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8 年将向华纳大药厂采购阿德福

韦酯等药品的原料药，有利于临床研发的顺利展开，能够保证公

司相关产品的正常生产。 

公司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向关联法人采购设备、购买药品原

料属于正常和必要的经营行为，与上述关联法人建立长期稳定合

作的关系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市场



 
 

第 7 页，共 7 页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UNANFANGS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竞争力。此类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

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定上述交易对象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与

比价分析，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

产生较大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与日常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

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战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亦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

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2018年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 

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意见与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

独立董事意见；  

4、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5、方盛利普与楚天科技签订的合同。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