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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以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

联人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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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

4,033.00 万元人民币。关联董事于伟仕、于飞、于鹏飞、张启波回避表决，出

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

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

发展的实际需要，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双

方交易价格按照政府统一定价或者市场价格结算，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会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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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

度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1年度

与关联人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2021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安徽恒顺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85.00 0.14% 135.96 0.11% /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安徽万隆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180.00 1.89% 108.10 1.13% /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悦康悦丽雅

（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260.00 0.20% 218.58 0.17% /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北京源通康百

医药有限公司 
710.00 0.16% 71.86 0.02% 

公司新产品

上市，业务

量增加 

新疆天行健医

药有限公司 
180.00 0.04% 332.97 0.08% / 

小计 890.00 - 404.83 - / 

向关联人

租赁房产

及配套设

施 

北京凯诚亦创

科技有限公司 
1,230.00 183.89% 364.14 54.44% 

增加租赁面

积以及根据

周边市场价

格调整租金 

亦创高科（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388.00 58.01% 131.91 19.72% / 

小计 1,618.00 - 496.05 - / 

关联人为

公司提供

服务 

北京华悦轩餐

饮有限公司 
700.00 0.31% 281.39 0.13% / 

关联人向

公司租赁

房产及配

套设施 

安徽恒顺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90.00 16.79% 80.57 15.03% / 

安徽慧峰生物

质热电联产有

限公司 

30.00 5.60% 25.71 4.80% / 



亦创高科（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80.00 14.92% 29.75 5.55% / 

小计 200.00 - 136.04 - / 

合计 4,033.00 - 1,780.96 - - 

 

备注：1、以上表格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2021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最终

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2、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2020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三）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2021年度与

关联人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 135.96 

工厂因环保设

备升级，暂时

未满足生产条

件，相关业务

开展迟延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08.10  /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200.00 71.86  / 

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400.00 332.97  / 

小计 600.00 404.83  / 

向关联人

租赁房产

及配套设

施 

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364.14  / 

关联人向

公司租赁

房产及配

套设施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80.57  / 

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

司 
60.00 25.71  / 

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9.75  / 

小计 460.00 136.04  / 

合计 9,810.00 1,149.07   

备注：以上 2021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路北 

法定代表人：宫保峰 

成立日期：2010年1月24日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农药(凭

许可证经营)、兽药(凭许可证经营)、饲料(凭许可证经营)、伊维菌素及中间体

B1a (阿维菌素)、B2a、多杀霉素、7-氨基头孢烷酸、AE-活性酯产品的生产销

售，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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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114,262.69万元，净资产为19,956.54万元，营业收

入为3,503.75万元，净利润为17,841.7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太和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A区101-104幢 

法定代表人：于峰 

成立日期：2017年3月28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以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农

作物秸秆收购、加工利用，光伏发电、热能项目开发、运营；热力、热水、蒸

汽的生产、销售，热力、燃气、煤气、供水管网和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销售、

安装、维护维修、技术咨询服务；电力、供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供

热管网、配电网的项目投资、运营管理业务；合同能源管理；煤炭灰综合利用

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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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6,415.05 万元，净资产为 613.36 万元，营业收入



为 1,815.93 万元，净利润为-170.9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思邈路56

号院21号楼一至四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陈伟 

成立日期：2004年4月29日 

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道路货物运输；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

销售食用农产品、医疗器械（限Ⅰ类、Ⅱ类）、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消毒

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农药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

车）、通讯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会议服务（不含食

宿）；承办展览展示；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系统集成；专业承

包；施工总承包；租赁医疗设备；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市场调查（中介除外）。（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批发药品、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1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50,625.79 万元，净资产为 377.33 万元，营业收

入为 42,019.87 万元，净利润为 14.8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太和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路北 



法定代表人：于峰 

成立日期：2013年9月30日 

经营范围：收购生物质燃料，供热供电，粉煤灰渣销售，电力设备检修。

（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17,259.37 万元，净资产为-8,513.65 万元，营业

收入为 1651.74 万元，净利润为-3,917.5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街6号2号楼二层203室 

法定代表人：于晓明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30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业管理。（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021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22,409.88 万元，净资产为-1204.58 万元，营业收

入为 367.47 万元，净利润为-256.0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企业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村联华仓储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张启涛 

成立日期：1997年1月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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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中草药种植；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1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2,878.57万元，净资产为1,096.83万元，营业收入

为1,189.12万元，净利润为-83.4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2号院6号楼1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于伟仕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9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业管理；出租

商业用房；房地产咨询服务；餐饮管理；版权代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酒店管理；清洁服务；机动车公共

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维修；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鞋帽、

化妆品、玩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医疗器械I、II类；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食品；零售烟草；零

售药品；出版物零售；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零售药品、零售烟草、销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1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29,648.60万元，净资产为2,321.72万元，营业收入

为1,899.63万元，净利润为-500.1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悦康悦丽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11号院15号楼5层 

法定代表人：于伟仕 

成立日期：2013年04月24日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销售化妆品、日用品、工艺品、小饰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

学品及危险化学品）、医疗器械I类、II类；委托加工化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贸易咨询；销售医疗器械Ⅲ类（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医疗器械Ⅲ类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1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910.52万元，净资产为-510.18万元，营业收入为

401.04万元，净利润为-108.8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北京华悦轩餐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院1号楼3层301、302、303、305、306、

307、308、309 

法定代表人：冯前进 

成立日期：2021年01月20日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销售食品；餐饮管理；会议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1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1,080.32万元，净资产为-1,064.16万元，营业收入



为444.73万元，净利润为-1,064.1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伟仕控制的企业 

2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于峰控制的企

业 

3 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孙于晓明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4 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伟仕间接控制的

企业 

5 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孙于晓明控制的

企业 

6 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启波之弟张启涛控制的

企业 

7 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伟仕控制的企业 

8 悦康悦丽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伟仕控制的企业 

9 北京华悦轩餐饮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孙于晓明控制的

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

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服务、原料及能源，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向关联人租赁房屋提供相关服务

等，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以下顺序确定定价原则： 

（1）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如在任何时候，政府定价适用于任何特定产

品或服务，则该等产品或服务将按适用的政府定价提供。政府有指导性收费标

准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定定价。 



（2）市场价格：将按正常商业条款并基于下列方式厘定：根据合理成本加

合理利润并参考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为基础确定的商品或

劳务价格及费率。 

（3）协议价格：依据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由交易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的价

格。参考市场同类或相似产品的可比价格水平，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的

原则协商确定。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

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助于

公司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高公司内部管理效率，保障公司产品和

服务质量，控制经营风险。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一般采取政府指导价或者参考市场可比价格定价，并定期

根据市场价格情况进行议价，确保采购价格的合理性和经济性；相关价格与

外部非关联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公司及子公司与

关联方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公允性，有助于公司业务

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交易遵循公正、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发生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低，主营业务的收入和

利润来源对关联交易不存在依赖，自关联方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可替代性，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

下，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

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悦康药业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