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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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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太阳纸业” ）于2017年4月25日披露了

太阳纸业《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公告编

号为2017-023。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对上述公告的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

法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对太阳纸业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进行了预计。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关联

董事的李洪信先生、李娜女士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尚需提交太阳纸业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因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山

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同为公司控股

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所以股东大会在审

议前述议案中的子议案《关于与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

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时，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需回避相关子议案的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2017年度全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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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

额

（万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联人 采

购原材料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33,000 5,974.90 241,533,318.75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1,000 0 2,182,850.53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1,000 0 0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1,000 0 124,619.16

小计

36,000 5,974.90 243,840,788.44

向关联人 销

售产品、商品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纸制品等 市场价

1,000 119.07 4,242,187.08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材料等 市场价

7,000 1,285.87 51,580,915.34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市场价

75,000 23,728.86 513,942,526.49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市场价

37,000 4,604.10 134,733,940.44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市场价

117,000 16,238.66 808,639,336.17

小计

237,000 45,976.56 1,513,138,905.52

向关联人 提

供劳务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市场价

500 15.96 893,631.11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商标

使用费

市场价

4,000 719.53 27,395,264.68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市场价

2,500 424.20 14,674,792.15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市场价

3,000 530.85 18,871,571.54

小计

10,000 1,690.54 61,835,259.48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300 9.11 342,752.8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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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 采

购原材料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241,533,318.75 30,000 2.54 -19.49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详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巨潮

资 讯 网 （

http://

www.cninfo.com.

cn

） 及 《证券时

报 》、 《证 券 日

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

报》上的公告，公

告编号为

2016-

019

。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182,850.53 1,000 0.02 -78.17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

板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0 1,000 0.00 -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24,619.16 1,000 0.00 -98.75

小计

243,840,788.44 33,000 2.56 -26.11

向关联人 销

售产品、商品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

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纸制品等

4,242,187.08 1,000 0.03 -57.58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

公司

销电、蒸汽及材料等

51,580,915.34 5,500 0.36 -6.22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

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513,942,526.49 75,000 3.56 -31.47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

板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134,733,940.44 37,000 0.93 -63.59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销电、蒸汽及浆等

808,639,336.17 97,000 5.59 -16.64

小计

1,513,138,905.52 21,5500 10.47 -29.78

向关联人 提

供劳务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

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893,631.11 500 0.65 -82.13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

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商

标使用费

27,395,264.68 4,000 19.97 -31.51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

板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14,674,792.15 2,000 10.70 -26.63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18,871,571.54 2,000 13.76 -5.64

小计

61,835,259.48 8,500 45.08 -27.25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342,752.87 300 54.68 -88.5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德国际” ）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050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懋林

企业住所：济宁市兖州区兖颜公路北侧327国道西侧

经营范围：中西餐类制售、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冷热饮品制售；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在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宾馆、饭

馆、商场、公共浴室（浴场、桑拿中心、足浴、温泉浴）茶座、游泳馆、舞厅、音乐厅、美容店、理发

店经营。 （以上项目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酒店管理、商务会议、商务接待、商务办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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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圣德国际总资产335,269,302.18元，净资

产-150,209,914.92�元，营业收入32,933,732.71元，净利润-25,089,117.63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圣德国际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

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圣德国际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2017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1,3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17

年交易额上限

(

万元

) 2016

年交易额（元）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会务等劳务

300 430,136.53

销电、蒸汽及纸制品等

1,000 4,242,187.08

合计

1,300 4,672,323.61

（二）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升” ）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QUENTIN� SHI(施晓旦)

企业住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388号1幢7层701室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新型添加剂和新型填料，销售自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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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数据：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上海东升总资产693,430,094.94�

元，净资产482,817,159.40�元，营业收入573,294,208.72�元，净利润78,357,923.87�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上海东升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东升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可

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上海东升与太阳纸业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包含其控股子公司与太阳纸业发生的日常交

易， 预计2017年度上海东升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太阳纸业发生的日常交易总额为40,500万元，具

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17

年交易额上限

(

万元

) 2016

年交易额（元）

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33,000 241,533,318.75

销电、蒸汽及材料等

7,000 51,580,915.34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500 893,631.11

合计

40,500 294,007,865.20

（三）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太阳” ）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32,280.8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企业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66号

经营范围：包装纸板和纸产品的制造、销售、营销、分销和研发，原材料、设备以及其他与经

营有关材料的采购，造纸生产设施的运营管理与咨询（商务与技术）服务，一般贸易以及进出

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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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万国太阳总资产2,094,096,018.58元，净

资产486,014,584.95元，营业收入2,452,949,722.44�元，净利润 39,916,533.76�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万国太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

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万国太阳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

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2017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80,0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17

年交易额上限

(

万元

) 2016

年交易额（元）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1,000 2,182,850.53

销电、蒸汽及浆等

75,000 513,942,526.49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及商标使用费等

4,000 27,395,264.68

合计

80,000 543,520,641.70

（四）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太阳” ）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62,342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企业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66号

经营范围：包装纸板和纸产品的制造、销售、营销、分销和研发，原材料、设备以及其他与经

营有关材料的采购，造纸生产设施的运营管理与咨询（商务与技术）服务，一般贸易以及进出

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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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国际太阳总资产4,331,416,377.42元，净

资产1,141,497,403.36元，营业收入3,795,185,214.54�元，净利润101005792.65�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国际太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国际太阳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发生坏账的

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2017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40,5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17

年交易额上限

(

万元

) 2016

年交易额（元）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1,000 0

销电、蒸汽及浆等

37,000 134,733,940.44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2,500 14,674,792.15

合计

40,500 149,408,732.59

（五）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食品” ）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1,787.775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企业住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西关大街66号

经营范围：包装纸板和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原材料、设备以及其他经营有关的材料

的采购，造纸生产设施的运营，管理与咨询（商务与技术）服务，一般贸易及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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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太阳包装总资产2,418,267,163.46元，净

资产51,280,893.02元，营业收入2,579,232,463.13元，净利润 109,280,711.61元。

2、与太阳纸业的关联关系：

万国食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万国食品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款项及时，

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预计2017年度日常交易总额为121,0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具体内容 预计

2017

年交易额上限

(

万元

) 2016

年交易额（元）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000 124,619.16

销电、蒸汽及浆等

117,000 808,639,336.17

提供综合服务劳务

3,000 18,871,571.54

合计

121,000 827,635,526.8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依据：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2、关联交易费用支付时间及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合同及正常业 务惯例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各关联交易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双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后生效。 2017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为关联交易的总有效期限。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符合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降低成本，开拓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关联交易的实施及事后报告程序

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或当年累计金额不超过各项预计总额， 可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实

施，不再另行逐笔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如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或当年累计金额超过各项

预计总额，需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依法进行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发表

意见如下：

1、公司预计的 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为公

司开展正常经营所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

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我们同意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太阳纸业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

七、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易事项， 没有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企

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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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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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7年6月8日届满，为

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现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换届选

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实行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的原则，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

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

公司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

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届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以

上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

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5月12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

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将通过资格

审查的董事人选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

整，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五）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有与担任董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

任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成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8、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1、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具有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以外，还需满足下述条件：

（1）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2）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3）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4）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

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会计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

（5）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6）《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3）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4）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5）为公司及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6）在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在有

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7）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8）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9）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10）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11）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12）在其他五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人员；

（13）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1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董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格式见附件1）；

2、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

复印件（原件备查）；

4、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2）；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者邮寄两种方式；

2、推荐人须在 2017年5月12日17:30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

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王凤琴 李琳

联系电话：0717-6451437

传真：0717-6443860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港窑路5号

邮政编码：443003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1：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信息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股）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被推荐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国 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公司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

是

□

否（请在方框前打“

√

”）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推荐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同意被提名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本人承诺公开披露的

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被提名人（签字）：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27� � �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2017-017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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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17年6月8日届满，为

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第四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监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

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职工代表监事由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三、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

公司提名推荐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职工代

表监事人数。

（二）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5月12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推荐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

整，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的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有与担任监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

任公司监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成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七）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九）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监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格式见附件1）；

2、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监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监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2）；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三）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者邮寄两种方式；

2、推荐人必须在2017年5月12日17:30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

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王凤琴 李琳

联系电话：0717-6451437

传真：0717-6443860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港窑路5号

邮政编码：443003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1：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信息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股）

被推荐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国 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公司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

是

□

否（请在方框前打“

√

”）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推荐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同意被提名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人承诺公开披露的

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被提名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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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购包头市华盈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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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康美药业” ）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康美药业有

限公司（下称“上海康美” ）收购包头市华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标的公司” 或“华盈医疗” ）股东王

勇和林革（以下合称“股权转让方” 或“乙方” ）持有的100%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967,450.47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医疗器械销售业务， 近日，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康美与乙方在包头市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以总价967,450.47元收购华盈医疗10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上海康美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不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王勇，男，150203196801xxxxxx,中国国籍，住所内蒙古包头市

林革，男，150202196801xxxxxx,中国国籍，住所内蒙古包头市

（二）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公司名称：包头市华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王勇

3. 设立日期：2014年7月21日

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科技楼六号包头市广益储运站409号

7.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Ⅲ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中的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

期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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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成收购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王勇

80.00 80.00%

2

林革

20.00 20.00%

合计

100.00 100.00%

(三)完成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上海康美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四）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设置质押或权利受限的情形。

（五）交易标的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专字[2017]G17003490023号《审计报告》

及华盈医疗的财务报表，华盈医疗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编号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8,298,238.08

2

负债总额

7,330,787.61

3

资产净值

967,450.47

4

营业收入

5,403,006.12

5

净利润

-122,709.09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康美

乙方：黄勇、林革

丙方：华盈医疗

（一）股权转让

1、乙方一致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上海康美转让标的股权，上海康美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收购标

的股权。

2、 按权责发生制华盈医疗在2017年3月31日之前发生的全部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收回及处理(收回的

款项归华盈医疗所有)，上海康美予以协助，与该等债务相关的一切法律责任和义务均由乙方承担。

3、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

3.1经各方协商一致，上海康美受让标的股权应支付的对价总额为967,450.47元(大写：玖拾陆万柒仟肆

佰伍拾元肆角柒分)。

3.2�经各方协商一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华盈医疗向上海康美支付1,000,000元(大

写：壹佰万元整)作为履约保证金。

3.3�各方同意，收购对价分二期支付。 第一期，华盈医疗向上海康美支付履约保证金后5个工作日内，上

海康美向乙方支付300,000.00元；第二期，标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上海康美向乙方

支付667,450.47元；截止2019年3月30日，若乙方收回标的公司债权，上海康美向乙方退还履约保证金，若乙

方未能全额收回标的公司债权，上海康美将扣减相应款项，不足部分，由乙方另行赔付。

4、标的股权过户及交接

4.1协议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理标的股权过户至上海康美名下及华盈医疗

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2�协议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华盈医疗的资产、业务全部由上海康美接管，华盈医疗的资

产、档案、文件、锁钥、印章等全部移交予上海康美。

5、税费承担

标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税费按照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由各方各自承担。处理按权责发生制

华盈医疗2017年3月31日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所涉及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二）声明、保证和承诺

1、乙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1.1乙方保证合法拥有标的股权，该出资真实、合法，且已足额缴纳出资。

1.2乙方保证拥有标的股权的处分权，并且标的股权不存在设置质押或权利受限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代持情形，也不存在表决授权的情形。

1.3乙方保证，因订立和履行本协议而提供予上海康美以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及陈述的相关事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和重大误

解的内容。

1.4�乙方承诺，本协议所列资产，不存在任何虚假、遗漏或隐瞒，且该等资产目前不存在诉讼或仲裁的情

形，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抵押或权利受限的情形。

1.5�乙方承诺，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取得出租房包头市广益储运站与华盈医疗续签的租赁合同

(租赁期限、价格需得到上海康美的认可)。

1.6乙方承诺，华盈医疗自成立至今依法经营，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或者任何纠纷。

1.7�乙方承诺，华盈医疗不存在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1.8� 2017年3月31日之前，因华盈医疗未依法履行相关合同或其他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需承担的违

约金、经济赔偿金以及一切不利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1.9� 2017年3月31日之后任何时间，若因2017年3月31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致华盈医疗出现诉讼、

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损失、或上述情形虽发生在

2017年3月31日前但延续至2017年3月31日之后，均由乙方在接到上海康美书面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负

责处理，若因此给华盈医疗、上海康美造成任何损失，乙方应向华盈医疗、上海康美作出全额补偿。

2、上海康美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2.1上海康美是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

2.2上海康美因订立、履行本协议而提供予乙方的相关文件及陈述的相关事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重大遗漏和重大误解的内容。

2.3上海康美保证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款项，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履行本协议

约定的其他义务。

2.4上海康美订立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对上海康美具有约束力的其他协议或法律文件。

(三)保密条款

本协议各方对在本次协议履行过程中获悉的对方的资料和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除经各方协商明确表

明可以公开的内容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将本协议订立后获得的对方的资料和信息透露给他方，或将此资料

和信息用作本协议约定内容以外的其它用途。

（四）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方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如果本协议解除的，上海康美已经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的任何款项，收款方必须在本协议解除之日起

三日内返还上海康美。

（五）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适当地及全面地履行本协议，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

转让对价的百分之二十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当对

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1华盈医疗向上海康美提供赵金鹏、王勇及林革关于股权关系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文件(相应内容应获

得上海康美认可)；

1.2乙方办理完毕增加公司经营范围“Ⅱ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新换发的

《营业执照》或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2、各方均有促使本合同得以生效的义务，并且应当尽最大努力成就本条上款合同生效条件。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竞争、经营管理整合等风险，公司将会采取不同

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华盈医疗主营业务为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客户为包头市及周边的医院，通过本次股权收购行为，有利

于公司拓展内蒙古地区医疗器械配送业务。

华盈医疗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审计报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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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4），根据关

联交易格式指引要求，补充公告如下：

一、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1、康美医院

成立时间：2013年6月26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普宁市流沙新河西路38号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外、妇产、儿、眼、耳鼻喉、口腔、皮肤、传染、肿瘤、急诊医学、康复医学、麻醉、

重症医学、医学检验、病理、医学影像、中医科。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医院100%股权，目前该医院为非盈利机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该医院不纳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016年度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康美医院资产总额为8,275.55万元，净资产为4,721.16万元，

2016年度医疗收入17,305.06万元。

该医院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3月26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销售保健食品；技术开发；项目投资；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企

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系统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信息咨询；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居家养老服务；

医疗管理；销售电子产品、体育用品（不含弩）、医疗器械（仅限I类）、日用品、化妆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保健食品、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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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公司55%股份，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共5位，本公司在其中派有2位代表，并享有相应

的参与决策权，与对方股东共同控制经营，为合营企业，故该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016年度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018.70

万元，净资产为963.44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06万元，净利润-831.63万元。

该公司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3、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成立时间：1948年

开办资金：15,827万元

地 址：梅河口市银河大街988号

业务范围：临床教学、医科大学生临床实习，成人医科学历教育临床实习，医科中专生临床实习；医学研

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

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控股孙公司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95%股权，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该医院，目前该医院为非盈利机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该医院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016年度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梅河口市中心医院资产总额为69,549.00万元，净资产为47,

129.51万元，2016年度医疗收入53,176.02万元。

该医院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匠星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05月26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泰科路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网上贸易（不含专营、专

卖、专控商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

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展示、展览策划；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和零售；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服装及配件，针棉织

品；智能卡系统安装；电子工程安装；智能化系统安装；建筑物空调设备、采暖系统、通风设备系统安装；计算

机和办公设备维修；国内、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的女儿马嘉霖、儿子马嘉腾控制的公司。

2016年度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匠星实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7,975.37万元，净资产为-222.

99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22.99万元。

公司预计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该关联方出租办公场地，租金金额规模较小，该关联方具备

相应的履约能力。

5、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09月2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小杨满族朝鲜族乡景兴村

经营范围：粮食、中草药、食用菌、水果、蔬菜、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农业机械化作业服务；大米、粮油

委托生产、加工、销售；服装及配件、针棉织品、电子元件、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及

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机动车配件、百货、布料、化妆品、皮革制品、塑料制品、纸制品、陶

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品、家用电器、肥料、种子、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参与实业投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房地产开发；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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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许冬瑾女士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马汉

耀先生担任该公司监事。

2016年度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9,482.81万元，净资产为4,

987.33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2.67万元。

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预计公司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内容为代理该关联方商品，该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和关联方发生的各种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依照市场原则，按公正、公平、等价、合理的原

则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参照第三方提供的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正常的、公平的价格，

或者公司提供给第三方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正常的、公平的价格予以确定，无可参照的原则上依据公司或关

联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予以确定。

1、康美医院

交易价格：本公司持有该医院100%股权，公司参照提供给第三方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正常的、公平的价

格予以确定。 2016年度提供产品和服务费约6,354.87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小。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提供产品按月结算，提供管理费和信息服务费按年结算。

2、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公司按提供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予以确定。 2016年度提供产品约2.43万元，占公司

2016年度营业收入很小。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提供产品按月结算。

3、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交易价格：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控股孙公司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95%股权，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该医院。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与梅河口市中心医院签署的《医院综合管理服务协议》，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将向梅河

口市中心医院提供医疗建设综合服务、供应链综合服务、医院管理服务等在内的服务。 《医院综合管理服务

协议》已就医疗建设综合服务、供应链综合服务、医院管理服务等的具体内容作了约定，明确了双方的具体

权利义务和合作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协议约定，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向梅河口市中心医院所

提供的“医疗建设综合服务” 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形签订具体协议约定，相关服务收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确

定，但双方一致同意“医疗建设综合服务” 的收费标准不低于实际成本的110%。而就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医院管理服务” ，则梅河口中心医院需向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医院管

理服务费用，金额为医院经审计年度总收入的10%。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与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和双方的具体合作内容相匹配，且交易价格系参考市场情况

在合理范围内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具有合理性。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根据协议约定，每季度支付一次。

4、匠星实业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参考周边市场近一年办公租金的均价情况，在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确定租金260元/每月每平方米（含物业管理费）。 公司从好租网获取周边市场的办公租金均

价在145.49元/每月每平方米（不含物业管理费）。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根据协议约定，每年支付一次。

5、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将以市场价格向本公司委托商业代理，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将根据具体协议约定安排付款。

公司2017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开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

定价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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