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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润三九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辉 余亮

电话

(86)755-83360999-393236, 393042 (86)755-83360999-393692

传真

(86)755-83360999-396006 (86)755-83360999-396006

电子信箱

000999@999.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7,276,585,571.53 7,801,603,747.42 7,293,277,396.77 -0.23% 6,943,465,733.77 6,541,670,29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1,035,889,014.46 1,181,104,764.28 1,108,790,816.26 -6.57% 1,021,088,900.44 962,803,2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01,141,181.56 1,154,281,002.89 1,081,556,442.89 -7.44% 1,002,669,743.99 944,668,47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1,184,427,722.11 1,467,423,825.61 1,344,723,590.75 -11.92% 1,215,364,281.82 1,135,456,753.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06 1.21 1.13 -6.19% 1.04 0.9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06 1.21 1.13 -6.19% 1.04 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3% 20.86% 19.46% -3.53% 21.01% 19.61%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10,667,242,378.82 10,242,491,476.32 9,975,759,931.11 6.93% 8,673,974,224.51 8,515,393,19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6,759,945,282.67 6,148,823,090.51 5,984,397,556.40 12.96% 5,340,294,585.40 5,248,182,999.3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0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38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润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9% 622,498,783 0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 20,009,224 0

博时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 11,999,199 0

摩根士丹利投

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丹利中

国

A

股基金

境外法人

1.07% 10,518,174 0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9,950,263 0

摩根士丹利投

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丹利中

国

Ａ

股基金

境外法人

1.00% 9,762,381 0

国泰国证医药

卫生行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6% 6,503,360 0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6,411,546 0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5% 5,385,933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4,999,77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均属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

两支摩根士丹

利中国

A

股基金均属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管理

；

国有法人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

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根据C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2014年医药工业销售

收入增速继续回落至13%，为2008年以来销售收入增速的最低水平。 随着医改的推进，医保控费、降低药

品采购价格成为医改重点推进的常态工作，医药企业过去几年受益于医改政策而实现的高速增长及高盈

利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 在OTC市场，受基层医疗市场发展的影响，消费者诊疗行为有所改变，商务部统

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药店零售总额年增速由2013年的12%回落到9%。 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

下，公司有针对性地调整了经营策略，深化内部变革，培育核心能力，努力应对行业变化带来的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77亿元，同比减少0.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6亿元，同比

减少6.5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84亿元，同比减少11.92%；经营业绩低于年初预期。

1、OTC业务受零售市场整体增速下滑影响，收入基本持平

受零售市场整体增速下滑及药品流通企业新版GSP认证工作影响， 报告期内OTC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40.81亿元，同比下降0.87%。 2014年公司继续强化“1+N”品牌策略，集中资源在五个核心品类打造品

牌，包括感冒药品类、胃药品类、皮肤药品类、小儿药品类以及天和贴膏品类。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品牌营

销活动，巩固品牌产品的市场优势地位，从内容营销入手，创新品牌沟通方式，提升效率，通过《明星到我

家》、《极速前进》等栏目的特殊形式合作以及《何以笙箫默》的植入及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有效地提升了

品牌影响力。 儿科品类是近年重点发展的业务，通过前期冠名《爸爸去哪儿》以及线下活动的开展，成功

打造了999小儿感冒药品牌。 报告期内，“999”品牌再次荣登中国中药协会发布的“中国中药品牌口碑”

榜单榜首，并再次入选WPP发布的《2014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

公司关注市场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产品组合，拓展业务领域，推动新品上市。 在三九胃泰“蓝色装”

基础上推出“橙色装”（温胃舒颗粒）、“绿色装”（养胃舒颗粒）系列产品，定位不同人群，提供因人而异

的胃部不适解决方案，打造轻度胃病市场的领导品牌；通过外延式并购，为感冒品类补充了999抗病毒口

服液；根据消费者行为的变化趋势，加强对消费者需求的研发，拓展大健康市场，丰富业务组合，升级业务

模式。 公司依托现有品类基础和品牌资产，开始向健康类产品延伸，完成大健康业务规划和产品准备。

在渠道和终端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强化终端覆盖，加强与连锁客户的战略合作，实现渠道下沉和更

广覆盖，提升可控终端占比。同时，积极研究互联网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开展与医药电商的业务合作，推

进电商作为新兴渠道的建设。 针对市场格局变化的趋势，公司加快基药市场开发，逐步推进基药招标工

作，尝试在基药市场引入更多品种，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

2、处方药业务实现小幅增长

受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及GSK事件的影响，报告期内，处方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7.05亿元，同比增长

2.08%，略低于年初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心脑血管及抗肿瘤两大治疗领域，以参附和华蟾素为核心，加快推进处方药专业

化学术研究和市场推广工作，并补充了鸦胆子油软胶囊等口服品种。在专科线领域，重点培育品种茵栀黄

口服液实现了超过40%的增长，骨科产品亦有较好表现。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配方颗粒业务管控模式的调整，转为事业部制运作，以实现事业部内全产业链

管理，更快速地应对市场变化。2013年之前由于产能问题制约了配方颗粒业务发展，淮北生产基地一期产

能于2012年末陆续投产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工艺摸索，目前产能已充分释放，可满足未来2年的需求。考虑

配方颗粒业务的长期发展需要，公司已完成二期产能规划，将于2015年启动建设。

抗感染业务受政策影响，2014年营业收入有小幅下滑。

3、生产平台以精益理念提升管理水平

2014年公司继续实施精益管理，以产品力提升为核心，打造生产系统DCQ三大核心能力。 根据专业

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布局原则及建设规划方案，进一步推进东北、两淮、华南、西南四大生产基地的建设；

实施了多项精益管理项目，主要集中在效率、成本、安全、环境、品质等重点方面进行改善，全年共完成精

益改善提案6000多件，累计实现经济收益约3000余万元。

在质量管理方面，继续推进作业现场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年度内完成了14家生产单元5S及目

视化项目的推广实施，完成了12家生产单元实验室审计评价，达成预期目标。开展了岗梅、两面针、野菊花

等药材GAP基地建设，从中药材种植环节提升药品质量。

4、研发平台聚焦产品力提升取得良好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研发组织结构，提升研发项目管理能力，全面推行项目管理机制，有效促进研

发项目顺利开展，不断推进产业链协同和研发创新。 2014年公司研发支出2.34亿元，同比增长16.44%。 截

至2014年末，公司在研新产品项目41项。 2014年获得临床批件1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6项，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7项，同时获得两个专利奖项。 在核心产品二次开发方面，公司围绕药材资源、生产工艺、质量

标准、临床循证医学研究等开展了大量的系统性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政府课题方面，感冒

灵、正天丸、壮骨关节丸、经典名方、参附注射液已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4年，获批政府课题共17

项，其中国家级8项，省级6项，市级3项；获得各级政府资助额度5千余万元，财政资金到账2千余万元。

5、职能平台围绕支持业务成长、控制经营风险的目标，持续提升管理能力

信息化建设是近年来公司提升业务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根据公司信息化战略，报告期内重

点实施开展了ERP二期推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供应链等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建设；实施了CRM广

东区域试点上线，推动渠道管理到终端管理模式的探索；对OA系统升级改造，实现总部办公流程系统的

统一。 信息化项目的实施为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华润三九业务流程、管控流程、协作流程

信息化全面覆盖，提升了价值链流程整合及产业链协同效率。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构建了华润三九领导力模型，为管理人员的培养、选拔、晋升等提供重要依据。

为吸引与培养专业人才，公司加大了任职资格体系推广范围，启动了质量技术等职位序列的任职资格建

设项目，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财务管理方面，为配合业务发展，提供业务决策支持，积极探索构建管理会计体系，为配合营销资

源下沉，开展了营销片区区域拓展损益表项目，从而为营销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财务信息；为降低及监

控业务风险，积极开展了营销风险评估项目，对营销流程涉及的风险点进行梳理与评估，有效地支持营销

业务的正常经营；为监控公司生产成本，陆续开展一系列成本优化项目，以及强化能耗的管理；为支持研

发业务开展，参与推进研发价值评估项目，协助完成了研发项目价值评估模型。

财政部2014年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不再纳入2014

年度合并范围，详见本节“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4年,财政部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八项具体会计准则。

2014年7月23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令第76号)，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进行了修订和重新发布。 根据新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经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未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新增加3合并企业：分别为收购取得的全资子公司吉林省宏久和善堂人

参有限公司、杭州老桐君制药有限公司以及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溪九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减少五家合并企业：包括完成注销手续的九恒（香港）印刷包装器材有

限公司、深圳市九迪包装设计有限公司、哈尔滨九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及完成100%股权出售工作的

东莞市翔盈仓储有限公司。 同时，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由公司100%投资，因其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盈余

不能分红，根据修订后的"控制"的定义，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5

—

010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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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17日下午14:30在华润三九医药

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105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15年3月6日发出。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9人。 董事陈鹰先生,独立董事叶祖光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分别委托董事魏斌先生、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 关于公司总裁201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该议案将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889,014.46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03,077,858.55元， 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835,916,976.50

元，提取法定公积金40,307,785.85元，报告期内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254,514,000元，报告期末母公

司未分配利润1,944,173,049.20元。

公司提出的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只分配，不转增。 即以公司2014年末总股本97,890万股为基数，

每10股派送现金4.08元（含税），合计派送现金人民币399,391,200元。

公司提出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将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网址：http://www.cninfo.com.

cn）。

该议案将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请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报告摘

要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2015-013）。

该议案将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2015-012）。

关联董事王春城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陈鹰先生、吴峻先生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将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有效地行使职权，并为其行使职权提供必要条件，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每年向每位独立董事支

付津贴人民币12万元（含税）。 独立董事津贴按月支付。 独立董事津贴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

代缴。 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费用，均由公

司据实报销。

该议案将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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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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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5年度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17日下午在华润三九医药工

业园综合办公中心105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4人。 监事阎飚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方明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请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

该议案将提请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2015-010）。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在审阅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提出的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只分配，不转增。 即以公司2014年末总股本97890万股为基

数，每10股派送现金4.08元（含税），合计派送现金人民币399,391,200元。 本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各

类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2、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制订和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同意将本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将提请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记载的信息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书面审核意见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公司对截至2014年

12月31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编写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在

审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依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

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公司稳定发展提供了合理保证。

2、公司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内部控制评价规范，评价结果比较全

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2015-012）。

该议案将提请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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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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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预计2015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5年，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79,758万元，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

关联方采购商品4,835.0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公司

/

子公司 关联企业

2015

年预计总

金额

2014

年实际发生

?

（

不含税

/

万元

）

交易金额

（

不含

税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

商

品

深圳华润三九医

药贸易有限公司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4,500.00 4,447.93 0.61%

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

8,220.00 6,372.73 0.88%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16,339.00 16,188.77 2.22%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5,228.00 3,799.65 0.52%

华润新龙

（

山西

）

医药有限公司

6,938.00 6,632.33 0.91%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4,544.00 5,548.69 0.76%

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

11,211.00 10,018.90 1.38%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3,946.00 3,391.60 0.47%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2,664.00 2,180.73 0.30%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2,835.00 1,109.34 0.15%

华润山西医药有限公司

356 305.77 0.04%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39 356.73 0.05%

华润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2,558.00 725.93 0.10%

小计

69,678.00 61,079.11 8.39%

北京华润北贸医

药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900 707.99 0.10%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350 115.24 0.02%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

200 111.78 0.02%

华润湖南双舟医药有限公司

300 222.12 0.03%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800 548.96 0.08%

华润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120 51.18 0.01%

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

200 172.62 0.02%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400 310.93 0.04%

华润普仁鸿

（

北京

）

医药有限公司

80 69.93 0.01%

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

100 52.01 0.01%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10 6.74 0.00%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380 222.72 0.03%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100 29.44 0.00%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300 220.72 0.03%

华润新龙

（

北京

）

医药有限公司

220 382.63 0.05%

华润新龙

（

山西

）

医药有限公司

90 70.85 0.01%

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

150 87.80 0.01%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800.00 1,079.92 0.15%

小计

7,500.00 4,463.56 0.61%

深圳九星印刷包

装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0 498.93 0.07%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690 616.21 0.08%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640 542.00 0.07%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 186.80 0.03%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 185.96 0.03%

上海金香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150 106.47 0.01%

小计

2,580.00 2,136.37 0.29%

合计

79,758.00 67,679.04 9.30%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

、

商

品

华润三九医 药股

份有限公司

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

3,000.00 1,058.27 0.38%

华润三九

（

郴 州

）

制药有限公司

郴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835.04 528.60 0.19%

合计

4,835.04 1,586.87 0.5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基本情况：

（1）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河南医药” ）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三路107号

法定代表人： 陈济生

注册资本：245,146,800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疫苗、体外诊断试剂项目、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药品；第二类：6820、6864；第三类：6815、6866、6808、6825、6854；第二三类：体外诊断试剂6840、

6803、6864、6866、6808、6846、6854、6815、6820、6821、6822、6823、6824、6825、6826、6827、6828、

6865、6870、6877； 第Ⅲ类：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01基础外科手术

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33医用核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保健食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计算机软件、化妆品的销

售，医用药库管理服务，仓储装卸服务（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展览展示、会议服务，设备租赁；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零售（仅限公司设立的药店使用）；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含液

态奶。 （上述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期限

经营，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2）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新龙医药” ）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经济发展区龙阳大道特8号

法定代表人： 程军

注册资本：352,000,000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

（二类）（有效期至2014年11月9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4-3-3）；二、三类医疗器械（有效期至2015年10月10日）；销售日用百货、非食用农副土特产品、消毒

液、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金属制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汽车及零配

件（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品牌汽车）；实业投资；会议会展、展台展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药品配送。生

物工程技术开发；物业管理；广告牌位出租；企业管理咨询；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药用辅料，化妆

品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2014年7月31日）、保健食品批发。

（3）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南医药” ）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698号

法定代表人：李向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贰佰贰拾贰万壹仟玖百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抗生素原料药、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及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10

月11日）、II类医疗器械、III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不含心脏起搏器）、6822医

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

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X射线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

器及体外诊断试剂、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 急救室、诊

疗室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散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介入器材（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9月7日）；预包装食品

批发（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10月17日）、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4

月25日）；保健食品、一、二类医疗器械（不需持证经营）、化妆品、消毒试剂、玻璃仪器、百货、建筑材料、

办公用品、汽车零配件、包装材料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不含未经审批的前置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4）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苏州礼安” ）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新未来花园21栋7、8层

法定代表人：李向明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二、三类医疗器械。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玻璃仪器、保健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卫生用品、卫生材料及辅料、健身器材、

货架货柜、金属柜、上述许可项目中列明的医疗器械的相关配件、日用百货、鲜花、化学试剂、仪器仪表、消

毒用品；经营一类医疗器械；市场营销咨询策划服务；仓储服务。 销售：日化用品。

（5）华润新龙（山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新龙（山西）” ）

注册地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运路20号（正阳街北）

法定代表人：魏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陆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中药材、中药饮片、二类精神

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食品及预包装食品的批发；普通货运；商务信息咨询；承办会议及展

览展示活动；利用自有设施发布路牌、灯箱广告；仓储服务；日用百货。

（6）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商业” ）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257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119170.3356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体外

诊断试剂、疫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含小包装原料药、小包装麻黄素原来、罂粟壳）、第二类精

神药品（含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品种不含A型肉毒素、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

素、保健食品、营养补剂、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包装食品；货物包装托运（仅限分公司经营）；普通货物运

输；冷藏保温运输。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百货、化妆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制药

机械设备、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家具；医药科技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装卸服务；展览、展示；医院药

库管理服务；会议服务。

（7）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济南医药” ）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舜泰广场2000号9号楼10层A区

法定代表人：崔亦平

注册资本： 6742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的批发； II、III类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日用杂品、洗涤化妆品、计生用品、消杀用品、化工产品及

化工产品的中间体（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用品、食品、健身器材、玻璃制品、家用电器的销售；房

屋租赁

（8）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西安医药” ）

注册地址：西安市建章路10号

法定代表人：李向明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具体经营：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

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5年1月18日）；医疗器械（具体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材、三类：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的批发；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8月4日）；保健食品的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月19日）预包装食品（许可证

有效期至2016年4月23日）；一般经营项目：化妆品、消毒用品的销售。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9）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衢州医药” ）

注册地址：衢州市春城路9号3栋3楼、4楼

法定代表人：李向明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药品批发；危险化学品批发兼零售；医疗器械(一、二、三类)；保健食品、化学试剂、玻璃

仪器、保健用品、百货、化妆品；医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预包装食品、乳制品、货运。

（10）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辽宁医药” ）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六马路33号

法定代表人：程军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

苗）、精神药品第二类制剂、体外诊断试剂批发，三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具体项目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为准），保健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不含乳制品批发兼零售，化妆品、消毒、消杀用品销售，医药科技信

息开发、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仓储装卸服务，国内会展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日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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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普仁鸿（北京）” ）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4号楼A单元1101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 16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

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12月24日）；销售医疗器

械；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产品的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文具用品、家具。

（12）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华源” ）

注册地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沙河东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 王军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限第二类）批

发（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仅限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

至2018年6月30日止）；保健食品经营批发（有效期至2013年11月11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

发（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止）；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按许可证核定的范

围经营期限至2016年2月6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消杀用品、卫生用品、化妆用品、医药中间体（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的销售。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13）华润吉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吉林医药” ）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B号

法定代表人： 陈济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生物制品（限诊断药品）、疫苗、医疗用

毒性药品（制剂）、第二类精神药品；中药饮片；生化药品；体外诊断试剂（按药品进行管理的体外生物诊

断试剂除外）；215注射穿刺器械、2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2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及器具、2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2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263口腔科材料、264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265医用缝合材

料及粘合剂、2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315注射穿刺器械、3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3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346植入材料及人工器官、3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3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3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377介入器材、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批发。 提供医药经营管理、投资管理、医

药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 化妆品、保健食品、土畜产品、日用百货、卫生用品、消杀用品、化工产品（不含易

燃、易爆、危险品）、工艺美术品、家具、办公用品、轻纺产品。 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经销。 会议策划咨询服

务。

（14）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双鹤经营” ）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院1号楼8A10-1、5A10室

法定代表人：倪军

注册资本： 5,932.6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1月30

日）； 销售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计生

用品、卫生用品（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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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南瑞格” ）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95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凭本企业许可证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疫苗、二类精

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及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有效期至2018年1月6日）、批

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2016年12月19日）；一类医疗器械、消毒用

品、化妆品、电子设备、智能药柜的销售；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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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华润湖南双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南双舟” ）

注册地址：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特立路58号

法定代表人：程军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凭本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及肽类激素的批发；医疗器械经营；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普通货运；保健食品经营；消毒品、日用化妆品、日用百货的

销售；企业管理咨询。

（17）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昆山医药” ）

注册地址：昆山市玉山镇玉城北路233路

法定代表人： 陈济生

注册资本：6748.8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保健食品批发（按昆山市保健食品经营审批申请表中主

要经营品种审核内容执行）；二、三类医疗器械（含植入类产品、体外诊断试剂）经营。一般经营许可项目：

一类医疗器械、医药中间体、日用百货、化妆品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18）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山东医药” ）

注册地址：济南市槐荫区美里湖开发区新沙北路3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常温保存预包装

食品及保健食品；销售：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范围内的Ⅱ、Ⅲ类医疗器械产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以上项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Ⅰ类医疗器械产品，百货，化妆品，消杀用品；房屋租赁；社会经济咨询；企业营

销策划；劳务服务；会展服务；货运代理服务；仓储服务；国内广告业务。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19）华润新龙（北京）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新龙（北京）” ）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广平大街2号3幢3层

法定代表人：张润红

注册资本：7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物制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器械二类、三类、保健食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物业管理；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品、化妆品；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20）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双鹤” ）

注册地址：北京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春城

注册资本： 人民币571,695,948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加工、制造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冲洗剂、口服溶液

剂、涂剂、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原料药、乳剂、凝胶剂、口服混悬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软胶囊

剂、滴眼剂、气雾剂、中药提取、制药机械设备（具体生产范围以《药品生产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机械电器设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未经专项审批项目

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21）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紫竹乳胶” )

注册地址：桂林市巫山路６号

法定代表人：胡凤祥

注册资本：2,94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经营范围：乳胶制品；生产、销售、研发乳胶制品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及技术服务；硅橡胶导尿管生

产、销售。

（22）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紫竹” ）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

法定代表人：吴峻

注册资本：38,063.9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制造片剂、胶囊剂、软胶囊剂：软膏剂、凝胶剂、膜剂、眼药制剂、口服液、干混悬剂、颗

粒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 激素类）、粉针剂（含青霉素，头孢菌素类）、贴剂（激素类）、原药料、

无菌原药料、药用空心胶囊、口服谷枯草芽孢杆菌活菌胶囊；皮肤、粘膜卫生用品；抗（抑）菌洗涤剂（不含

栓剂、皂类）；生产销售“紫竹牌双清胶囊” 、“紫竹牌蜂王浆” 、“紫竹牌蜂王浆冻干含片” 、“紫竹牌蜂胶

口爽含片” 、“紫竹牌富力生胶囊”保健食品；受托加工经国家批准的硬胶囊保健食品； 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表仪器、零备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23）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 ）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建通鸿雁宾馆803室

法定代表人：陈宏

注册资本：1685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制造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含抗

肿瘤类）、粉针剂、干混悬剂（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23日）；兽药；兽用化工原料；饲料药

物添加剂；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5月21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 业务；经贸部批准的其他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济贸易

咨询、医药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技术推广。

（24）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双鹤” ）

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芜湖绿色食品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立

注册资本： 82608700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大容量注射剂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品、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25）上海金香乳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香乳胶” ）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星火开发区雷州路36号

法定代表人：胡凤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乳胶制品、避孕套、园型胶丝、海绵、输血管、乳胶手套、乳胶衬里消防水带、乳胶制品机械

设备、皮革涂饰剂、粘棕软垫、橡胶原料、橡胶助剂及辅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制造、加工、批发、零售，一般劳防用品的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26）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河北医药” ）

注册地址：廊坊市开发区全兴路25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

制剂，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单方制剂，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7月23日）； Ⅲ类：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15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6846植入材料和

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 急救室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体外诊断试剂（仅限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0日）；Ⅱ

类医疗器械（助听器除外）；化学品、日用品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仓储服务、房屋租赁、汽车租赁。（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禁限经营的商品和项目除外）

（27）华润山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山西医药” ）

注册地址：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南街26号银鼎公寓1号楼3单元999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 人民币53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三类、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化学原料药的销售、精神药品（限二类）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贸易；化妆品、消杀用品、日用品的销售；计算机信息咨询；会展服务。

（28）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南孔” ）

注册地址：衢州市衢江区春苑中路11号

法定代表人：余功满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批发、中药饮片生产、中药材收购。

（29）郴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华润燃气” ）

注册地址：郴州市北湖区香雪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葛彬

注册资本：27,000,000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的生产、输配、销售，管道燃气设施的设计、安装服务，燃气设施器具销售、维修，

管道燃气业务咨询服务

2、与华润三九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控股” ），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医贸” ）、北京华润北贸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北贸” ）、华润

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郴州）” ）、深圳九星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星印刷”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润三九医贸、华润北贸、华润三九（郴州）、九星印刷重大事项视

同本公司重大事项。

郴州华润燃气为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燃气” ）之全资子公司，华润燃气与华

润医药控股同受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集团” ）控制；华润医药控股为华润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润紫竹、华润医药商业、华润赛科、华润双鹤、安徽华源为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药集团” ）之子公司，北京医药集团为华润医药集团间接持股100%之子公司；华

润湖南医药、华润新龙医药、华润河南医药、华润湖南瑞格、华润湖南双舟、华润吉林医药、华润昆山医药、

华润辽宁医药、华润衢州医药、华润河北医药、华润山西医药、华润山东医药、华润苏州礼安、华润西安医

药、华润济南医药、华润普仁鸿（北京）、衢州南孔为华润医药商业之子公司；北京双鹤经营、安徽双鹤为

华润双鹤之子公司；华润新龙（北京）、华润新龙（山西）为华润新龙医药之子公司；桂林紫竹乳胶、金香

乳胶为华润紫竹之子公司。

鉴于以上，本公司与华润医药商业、华润赛科、华润紫竹、华润双鹤、安徽华源、郴州华润燃气、北京双

鹤经营、安徽双鹤、华润湖南医药、华润新龙医药、华润河南医药、华润湖南瑞格、华润湖南双舟、华润吉林

医药、华润昆山医药、华润辽宁医药、华润衢州医药、华润河北医药、华润山西医药、华润山东医药、华润苏

州礼安、华润西安医药、华润济南医药、华润普仁鸿（北京）、衢州南孔、华润新龙（北京）、华润新龙（山

西）、桂林紫竹乳胶、金香乳胶属受同一法人控制的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企业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华润三九医贸、华润北贸、华润三九（郴州）、九星印刷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股权结构详见下图：

3．履约能力分析

（1） 根据华润三九医贸拟签署的协议文本，华润三九医贸约定以款到发货为结算方式；不存在发生

坏账的可能性。

（2）华润北贸、华润三九（郴州）、九星印刷经销商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同时，根据华润北贸、华润三九（郴州）、九星印刷近年来的回款情况，各关联企业均未发生坏

账的情况。

（3）衢州南孔有 50�多年中药饮片生产、中药材经营的历史。拥有符合要求的仓储及生产车间，是公

司的合格中药材供应商。

（4）郴州华润燃气主要投资经营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燃气业务，郴州市政府授予郴州华润燃

气在郴州市中心城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期限30年，是合格的燃气供应商。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华润三九医贸OTC产品执行全国统一定价；处方药产品根据招标中标情况执行统一价格政策；中药

配方颗粒产品在公司基准价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市场价格及配送地点不同定价。 华润北贸OTC产品执

行全国统一开票价，处方药品种根据各地招标中标情况及配送地点不同调整一定比例来制定价格。 九星

印刷产品价格执行统一定价。

公司采购业务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药材供应商，定价政策遵循市场价格。华润三九（郴州）向郴州华

润燃气采购燃气，定价政策遵循市场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保证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

一定的利润贡献，预计此项交易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2、本交易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同类交易的交易条件相同，为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对公司独立性无不

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2、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经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华润三九医贸、华润北贸、华润三九（郴州）、九星印刷拟与各关联方签订产品购销协议，协议就各

产品在2015年度内的交易价格进行约定，公司拥有品种价格变动权。

2、华润三九医贸OTC、处方药业务与各关联企业采用款到发货的原则进行结算，结算方式为电汇或

汇票。 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止。 配方颗粒业务与各关联方采用货物

发出之日起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必须将当笔货款付清的原则或款到发货的原则进行结算，结算方式为电

汇或汇票；同时协议约定客户如未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付款，华润三九医贸有权终止客户的发货单。协议

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一年。

3、 华润北贸与各关联企业签订的协议约定华润北贸有权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及资信情况减少或停

止发货。 结算方式为现金或3个月以内到期银行承兑汇票。 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至2015

年12月31日止。

4、九星印刷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采用三种方式结算货款：（1）按照合同约定预收部分货款，待收到

货物验收合格后结算余款；（2）待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约定日期内结算全部货款；（3）开出增值税发票

后约定日期内付清全部货款。 结算方式为现金。 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公司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供应商，中标后公司将根据采购计划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合同

价格通过招标比价确定，中标供应商必须保证药材从相对稳定的产地连续供应，质量要求按照《中国药

典》标准执行；货物到达后90天内且质检合格付清货款；超过公司指定的交货时间点7天后仍未能将货物

送达公司指定仓库，合同自动解除。

6、华润三九（郴州）拟与郴州华润燃气签订《天然气供用气合同》。 根据《天然气供用气合同》约定，

郴州华润燃气负责对华润三九（郴州）供应天然气，价格为全市统一定价。 天然气按月度使用量结算，实

行先使用后付款方式。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1-2月，公司与前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公司

/

子公司 关联企业

2015

年

1-2

月交易金额

（

不含税

/

万元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

商品

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

有限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247.62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703.3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49.81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902.79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1886.46

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

1120.33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260.3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695.29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574.37

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

1310.22

华润新龙

(

山西

)

医药有限公司

974.96

华润山西医药有限公司

3.94

小计

8,729.39

北京华润北贸医药经营

有限公司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18.47

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

37.4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7.54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542.27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116.35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51.54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42.86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20.51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58.04

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

13.46

华润普仁鸿

(

北京

)

医药有限公司

11.13

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

27

华润新龙

(

北京

)

医药有限公司

126.6

华润湖南双舟医药有限公司

67.31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

28.23

小计

1288.71

深圳九星印刷包装集团

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8.43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51.02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109.89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2.78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11

上海金香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6.89

小计

379.12

合计

10,397.22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

商品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

226.58

华润三九

（

郴州

）

制药有

限公司

郴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554.70

合计

781.28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采购产品是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

易的进行保证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一定利润贡献且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交易价格按

市场价格定价，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是公平

的。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对以上议案的表决结果。

九、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华润三九医贸2015年度总经销商协议》

3、《2015年北京华润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一级协议书》

4、《999单味中药配方颗粒购销协议书》

5、《九星印刷加工承揽合同范本》

6、《天然气供用气合同》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华 润 三 九 医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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