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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10

时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19年9月16日通过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应

出席会议的董事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为9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阮鸿献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0年度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为40.1亿元，具体额度在不超过40.1亿元的

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

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0年公司担保下属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1.3亿元， 用于公司融资业务，

具体额度在不超过1.3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的审计机构，该事务所勤勉尽

责，出具的各项报告能独立、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结果。 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

度的有关规定，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会计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按云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收费标准适度优惠后计算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昆明市人民西路821号房产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昆明市人民西路821号房产的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

房产的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

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

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

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2020年

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徐科一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

意见》；

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6、《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8年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7、《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8、《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

赁昆明市人民西路821号房产的的核查意见》；

9、《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10、《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

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1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1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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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9

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议案于2019年9月16日通过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

席会议的监事为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为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陆凤光女士主持。 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0年度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为40.1亿元，具体额度在不超过40.1亿元的

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

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0年公司担保下属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1.3亿元， 用于公司融资业务，

具体额度在不超过1.3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在一年范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的审计机构，该事务所勤勉尽

责，出具的各项报告能独立、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结果。 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

度的有关规定，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会计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按云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收费标准适度优惠后计算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昆明市人民西路821号房产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昆明市人民西路821号房产的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

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9-157

号

债券代码：

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

2020

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一心堂” ）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

要，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19年度

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公司预计向关联方白云山采购中西成药合计不超过30,000万元； 销售中药材、 中西成药不超过2,

500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2019年度截至披露日发生金

额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白云山销售 白云山

中药材、中西成药 参考市场价格 2,500 420.48

合计 2,500 420.48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白云山采购 白云山

中西成药 参考市场价格 30,000 12,064.73

合计 30,000 12,064.73

（三）2019年度截至披露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一心堂及

子公司向

关联人销

售

红云

制药

中药材 1,115.13 7,200 0.17% 84.51%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刘琼

女士

中药材 23.83 5,00 0.00% 95.23%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6号

白云山

中药材、中西

成药

597.97 2,500 0.09% 76.08%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7号

小计 1,736.93 10,200 0.26% 82.97%

一心堂及

子公司向

关联人采

购

红云

制药

中西成药 5,659.49 17,500 1.52% 67.66%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白云山 中西成药 12,064.73 30,000 1.79% 59.78%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7号

小计 17,724.22 47,500 2.63% 62.69%

一心堂及

子公司接

受劳务

通红

温泉

会议、住宿、餐

饮

0 20 0.00% 100%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红云

健康

会议、住宿、餐

饮

0 100 0.00% 100%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小计 0 1,200 0.00% 0.00%

一心堂及

子公司提

供服务劳

务

广东百源堂

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咨询服务 0 200 0.00% 100%

2019.5.29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9号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2019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致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2019年12月31日仍存在3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致目前与上述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019年度10月、11月、12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继续发生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2019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致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2019年12月31日仍存在3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致目前与上述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广州市

荔湾区

沙面北

街45号

李楚源

停车场经营;西药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酒

类批发;药品零售;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兽用药品销售;保健食品制造;食品添加剂制造;瓶（罐）装饮用水制

造;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固体饮料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兽用药品制造;生物药

品制造;预包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的医疗

器械” ，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货运站服务;非酒精

饮料、茶叶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批发;道路货物运输;碳酸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卫生

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其他酒制造;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

医疗器械）;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化妆品制造;口腔清洁用品制造;车辆过秤服务;清洁用品批发;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 ，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

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

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药品研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162579.094

9万人民币

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元

2019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019年6月30日

负债总额

2019年6月30日

净资产总额

2019年1-6月

营业收入总额

2019年1-6月

净利润

53,353,845,876.10 28,113,413,146.79 25,240,432,729.31 33,340,827,754.37 2,677,811,173.76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7年11月1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0月20日核发的《关于核准云南鸿翔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73号）。 公司2017年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对象白云山持有公司41,928,7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38%。 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和10.1.6条，白云山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2019年度的平均价格，以实际市场价格最

终确定。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

考采购发生时当地同类商品销售主体的报价以及关联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依据框架协议，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中西成药是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供应商的及时有效配合；中药材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鸿翔中药

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采购商的有效配合。 白云山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在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

下，该关联企业能够在保证质量及时效的前提下向公司交付产品以及优先考虑向公司采购中药材及中西

成药，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与关联方的交

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

了相关材料，对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

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因此，我们对

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二）独立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

关材料，对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对预计的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

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

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有

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一心堂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

见，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

至目前，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心堂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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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一心堂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事

前认可意见》；

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9-155

号

债券代码：

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

2020

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一心堂” ）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

要，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19年度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对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简称 “红云制

药” ）、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红温泉”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公司预计向关联方红云制药采购中西成药合计不超过30,000万元； 向关联方红云制药销售中药材

合计不超过6,000万元；向通红温泉接受劳务不超过20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2019年度截至披露日发生

金额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红云制药销售 红云制药 中药材 参考市场价格 6,000 1,115.13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红云制药采购 红云制药 中西成药 参考市场价格 30,000 5,659.45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接受劳务 通红温泉 会议、住宿、餐饮 参考市场价格 20 0

（三）2019年度截至披露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一心堂及

子公司向

关联人销

售

红云

制药

中药材 1,115.13 7,200 0.17% 84.51%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刘琼

女士

中药材 23.83 5,00 0.00% 95.23%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6号

白云山

中药材、中西

成药

597.97 2,500 0.09% 76.08%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7号

小计 1,736.93 10,200 0.26% 82.97%

一心堂及

子公司向

关联人采

购

红云

制药

中西成药 5,659.49 17,500 1.52% 67.66%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白云山 中西成药 12,064.73 30,000 1.79% 59.78%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7号

小计 17,724.22 47,500 2.63% 62.69%

一心堂及

子公司接

受劳务

通红

温泉

会议、住宿、餐

饮

0 20 0.00% 100%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红云

健康

会议、住宿、餐

饮

0 100 0.00% 100%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小计 0 1,200 0.00% 0.00%

一心堂及

子公司提

供服务劳

务

广东百源堂

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咨询服务 0 200 0.00% 100%

2019.5.29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9号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2019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致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2019年12月31日仍存在3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致目前与上述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019年度10月、11月、12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继续发生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2019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致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2019年12月31日仍存在3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致目前与上述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

区西航港大道中四段389号

周红云

生产、销售药品；医药技术研发、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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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3.17万人民币

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元

2019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2019年8月31日

负债总额

2019年8月31日

净资产总额

2019年1-8月

营业收入总额

2019年1-8月

净利润

497,111,609.03 151,541,466.61 345,570,142.42 194,379,220.06 1,702,945.40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云制药股权结构如下：

红云制药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3561.27 49.9251%

昆明钰心医药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823.23 21.4380%

周红云 51.85 0.1909%

高家雄 563.03 2.0728%

高梓呈 531.75 1.9576%

高铁斌 469.19 1.7273%

贵州剑河创投基金管理中心 1782.98 6.5640%

新余灏源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51.21 4.6063%

桂林天外望红云医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28.04 11.5157%

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62 0.0023%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鸿房地产” ）的股东为阮鸿献先生、阮圣翔女士，持股

比例分别为99.22%、0.78%。 阮鸿献先生为云鸿房地产的实际控制人。

贵州剑河创投基金管理中心，阮鸿献先生持有其 10%份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红云制药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云南省华宁县通红甸乡

通红甸村

鲁少龙

温泉开发、经营；餐饮、娱乐、美容美发、康体健身、文化艺术交流服务；日用品销

售

200万人民币

关联方经营情况：

未建账。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2019年度的平均价格，以实际市场价格最

终确定。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

考采购发生时当地同类商品销售主体的报价以及关联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依据框架协议，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中西成药是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供应商的及时有效配合；中药材、新型中药饮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鸿翔中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采购商的有效配合。红云制药

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在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下，该关联企业能够在保证质量及时效的前提下向公司交付

产品以及优先考虑向公司采购中药材，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与关联方的交

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

了相关材料，对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

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 因此，我们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二）独立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

关材料，对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

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对预计的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 公司预计的

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已经一心堂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目前，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心堂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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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一心堂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事

前认可意见》；

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9-156

号

债券代码：

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

2020

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

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一心堂” ）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

要，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19年度

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公司预计向关联方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销售中药材、新型中药饮片等不超过500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2019年度截至披露日发生

金额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刘琼女士及其

控制下的企业销售

刘琼女士及其控

制下的企业

中药材、新型中药饮

片等

参考市场价格 500 23.83

（三）2019年度截至披露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一心堂及

子公司向

关联人销

售

红云

制药

中药材 1,115.13 7,200 0.17% 84.51%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刘琼

女士

中药材 23.83 5,00 0.00% 95.23%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6号

白云山

中药材、中西

成药

597.97 2,500 0.09% 76.08%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7号

小计 1,736.93 10,200 0.26% 82.97%

一心堂及

子公司向

关联人采

购

红云

制药

中西成药 5,659.49 17,500 1.52% 67.66%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白云山 中西成药 12,064.73 30,000 1.79% 59.78%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7号

小计 17,724.22 47,500 2.63% 62.69%

一心堂及

子公司接

受劳务

通红

温泉

会议、住宿、餐

饮

0 20 0.00% 100%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红云

健康

会议、住宿、餐

饮

0 100 0.00% 100%

2018.11.3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75号

小计 0 1,200 0.00% 0.00%

一心堂及

子公司提

供服务劳

务

广东百源堂

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咨询服务 0 200 0.00% 100%

2019.5.29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9号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2019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致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2019年12月31日仍存在3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致目前与上述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019年度10月、11月、12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继续发生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2019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致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2019年12月31日仍存在3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致目前与上述的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2019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

（1）刘琼女士简介

刘琼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5年6月出生，云南大学MBA研修班结业，从业药师职

称。 1987年6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鸿翔中西大药房

经理。 1997年2月至2009年12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监事，2000年11月至2001年12月任云南鸿翔

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采购副总裁，2004年1月至

2004年12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监

事，2005年1月至今任昆明圣爱中医馆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6月至2010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年12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刘琼女士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在公司担任董事一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刘

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

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2019年度的平均价格，以实际市场价格最

终确定。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

考采购发生时当地同类商品销售主体的报价以及关联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依据框架协议，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中药材、新型中药饮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采购商的有

效配合。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在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下，该关联企业能够优先

考虑向公司采购中药材、新型中药饮片，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与关联方的交

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

了相关材料，对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

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因此，我们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

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二）独立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

关材料，对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进行了认真审查，对预计的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

成影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2020年度与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一心堂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关联董事已

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心堂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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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一心堂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

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事

前认可意见》；

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

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19-148

号

债券代码：

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10

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因经营需要，2020年度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集团授信， 总额

为40.1亿元，具体额度在不超过40.1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有效期一年，在一年范围内以银

行授信为准。

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

押汇、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票据贴现、中票、短融、超短融等综合授信业务，在额度内循环使用。

单位：万元

序号 申请公司 银行

授信

额度

授信用途 担保情况

1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昆明分行

253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 短融 （其中包含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1.3亿元授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2

云南鸿云药业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昆明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海口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4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成都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5

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太原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6

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重庆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7

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南宁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8

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贵阳分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9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 1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10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

行

4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11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昆明分行 5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12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昆明万宏

支行

1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13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昆明分行 1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14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昆明分行 1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国内信用证、融资性理财、

中票、短融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合计 401000 ———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需求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文件签署授权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

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三、独立董事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意见

公司根据经营计划，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1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

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已制订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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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2017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9年9月27日，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累计发生额）的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期以

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项。

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0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1873号文《关于核准云南鸿

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47,169,811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08元，股款以人民币现金缴足。截至2017年12月13日止，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计为人民币90,000.0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1,

600.00万元后（含税费用合计为人民币2,000.00万元，发行前已预付人民币400.00万元，其中可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金额为905,660.39元），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88,400.00万元。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合

计人民币90,000.00万元， 扣除支付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费和保荐费

用税费合计2,000.00万元（其中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金额为905,660.39元；发行前已预付人民币400.00

万元，本次发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募集资金总额中主动扣除人民币1,600.00万元）及其他发行费

用税费379.00万元（其中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为214,528.31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87,733.02万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

截至2017年12月13日，上述A股普通股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金业经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17）16002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相关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本次发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项目备案或核准文号

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 41,263.92 40,000.00 165304242730001

门店建设及改造项目 27,861.97 27,000.00 175301016551001

信息化建设项目 25,000.00 25,000.00 175301016551002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合计 154,125.89 152,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门店建

设及改造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投入的资金总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

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依据公司2018年1月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及2018年1月26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结合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具体投向

拟作如下安排（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项目备案或核准文号

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 41,263.92 -- 165304242730001

门店建设及改造项目 27,861.97 23,621.00 175301016551001

信息化建设项目 25,000.00 4,000.00 175301016551002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合计 154,125.89 87,621.00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少于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之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

资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本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股资项目，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10,903.57万元。 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环专字（2018）160003号《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2018年2月8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3月6日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以募

(下转B06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