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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及议案审议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2月1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19年12月13日通过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

司9名董事都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经与会各位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本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松山、王榕、王加荣已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

本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

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预计2020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

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本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66）。

二、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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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及议案审议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12月1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19年12月13日通过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蒋康伟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

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二、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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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3日通过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现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及担保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本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额度总计为137.304亿元

人民币，担保额度总计137.304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打包贷款、应收账款保理、进出口押汇、商业票据贴现、银行保函

等各种贷款及融资业务。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总授信额度

内，办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事宜，并签署有关与各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的相关各项

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止。

二、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基本情况

（一）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颖泰” ）

公司名称：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生命园路27号1号楼A区4层

法定代表人：王榕

注册资本：112,5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出租办公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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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邦汇医合计持有其

74.03%股权。

（二）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颖泰” ）

公司名称：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九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李伯文

注册资本：17,679.6658万元人民币

经范围：农药生产、经营（凭有效《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

生产：甲氧基丙酮、甲醇、硫酸、30%盐酸、氮气（副产）；年回收：甲苯、四氯乙烯、甲醇、1,1-二

氯乙烷、乙醇、环己烷、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氯化钾、2-氯-4-三氟

甲基苯酚生产。分支机构农药生产：（凭有效《农药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生产：甲苯、石

油醚、 氮气（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97%二氯丙烯胺、95%解毒喹、95%解毒喹酸、95%肟草安

（限分支机构生产，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4号）；生物制

品的开发及相关技术转让；农药研发及相关技术转让；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以上除危险化学

品和易制毒品外）销售；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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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颖泰持有上虞颖泰

100.00%的股权。

（三）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颖

泰” ）

公司名称：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萧山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红十五路9777号

法定代表人：戴荣华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农药（详见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危险化学品生产：氢

气、氮气；年回收：甲苯、异丙醇、环己烷（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中间体表面活性剂（除

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包装材料钙塑箱板，PE包装瓶，复配和包装产品；副产化肥硫

酸铵、氯化铵；农药经营（凭有效《农药经营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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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上虞颖泰的全资子公司，上

虞颖泰持有其100.00%的股权。

（四）盐城南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南方” ）

公司名称：盐城南方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响水县陈家港镇沙荡村(陈港化工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顾建峰

注册资本：7,625.344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嘧苯胺磺隆、氟噻草胺、烯草酮、丁噻隆、咪唑烟酸、嗪草酮、咪唑乙烟酸、丁醚

脲、硫双威、灭草松、甲咪唑烟酸、氯氟氰菊酯（三氟氯氰菊酯）、联苯菊酯、氯甲基吡啶、2，6-

二异丙基苯碳二亚胺及其中间产品（磷酸、2，6-二异丙基苯基异氰酸酯）、副产品（盐酸、碳

酸氢二钠）制造。生物制品的开发及相关技术转让；农药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转让。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职

业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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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颖泰持有其100.00%股

权。

（五）河北万全宏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全宏宇” ）

公司名称：河北万全宏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口市万全区郭磊庄镇

法定代表人：丁满忠

注册资本：3,35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98%苯嗪草酮原药、烯草酮原药、烯草酮乳油（加工）的生产（按其许可文件核

定的有效期及产品规格生产）、销售、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农药化学成分检测服务、农药相关产品技术研究和试验服

务，农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出口、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以上除危险化

学品和易制毒品外）销售及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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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颖泰持有其100.00%的

股权。

（六）河北万全力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全力华” ）

公司名称：河北万全力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

法定代表人：丁满忠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95%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原药、200克/升氯氟吡氧乙酸乳油、95%二氯吡啶酸原

药、30%二氯吡啶酸水剂、99%三氯吡氧乙酸原药、95%氨氯吡啶酸原药、21%氨氯吡啶酸水剂的

生产（按其许可文件核定的有效期限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农药化学成分检测服务、农药相关产

品技术研究和试验服务、农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出口、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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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万全宏宇的全资子公司，万

全宏宇持有其100.00%的股权。

（七）杭州庆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进出口” ）

公司名称：杭州庆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106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卢淑平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不带储存经营其他危险化学品（具体内容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上述经营范围应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批发、零售：农药（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非

危险类化工原料（除易制毒品）；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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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颖泰持有其100.00%的

股权。

（八）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福尔” ）

公司名称：山东福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龙口市徐福镇儒林庄村

法定代表人：张玲

注册资本：22,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中间体加工、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除外）；化

工中间体的技术开发、技术及工艺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进口、代理进出口。(有效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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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颖泰持有其100.00%股

权。

（九）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禾益” ）

公司名称：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矶山村

法定代表人：蔡爱国

注册资本：17,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农药、肥料及精细化工产品制造、加工、销售（均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副产

工业盐（氯化钠）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营本企

业零星建筑维修、设备安装；保温保冷；防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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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持有其99.99%的

股权。

（十）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常隆” ）

公司名称：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团结河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卫华

注册资本：35,8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农药原药、农药制剂（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及副产品氢氧化钠、磷酸生产；

十八酰氯、盐酸生产；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2-氰基苯酚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

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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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及其全资子公司

山东福尔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93.00%的股权。

（十一）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分析” ）

公司名称：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园路27号1号楼D区1-2层

法定代表人：林吉柏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检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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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颖泰持有其100.00%的

股权。

（十二）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 ）

公司名称：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张博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加荣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2-丙氧基氯乙烷、二氧化硫、氯化亚砜、间苯二甲酰氯、对苯二甲酰氯、4-硝基

苯甲酰氯、盐酸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聚芳醚酮生产、销售；喷涂加工；化工设备

生产、销售；房屋、场地租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化工技术咨询；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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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9.80%的股权。

（十三）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药业” ）

公司名称：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药厂路103号

法定代表人：王政军

注册资本：13,9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医药保健品及动物药品、医药及化工中间体产品、生物制剂、中、

西药制剂的研制、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运输、工程安装及商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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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85%的股权。

（十四）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裕生物” ）

公司名称：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沙河镇枣园村

法定代表人：王政军

注册资本：5,8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资源科研开发；植物提取（许可经营项目除外）；茶叶种植、生产、加工；养

殖业及农副产品的综合开发；进出口贸易；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零售（不含乳制

品)；办公用品、茶具、工艺美术品销售；会议组织、承办；茶艺培训（限企业内部员工培训）；茶

座、棋牌服务；酒、饮料销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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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汉江药业的控股子公司，汉江药业持有其52.00%

的股权。

（十五）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制药” ）

公司名称：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

法定代表人：吕立明

注册资本：4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凝胶剂、溶液剂

(外用）、喷雾剂（含激素类）、冻干粉针剂（含激素类）、软胶囊（胶丸）剂（含抗肿瘤药、含激

素类）、口服溶液剂、片剂（含抗肿瘤药）、硬胶囊剂（含抗肿瘤药）、干混悬剂、颗粒剂、小容量

注射剂（含激素类）、大容量注射剂、口服混悬剂、洗剂（含激素类）。（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

核定期限从事经营）*�精细化工、生物化学、试剂产品开发及自销（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

许可或审批的项目除外），药品研究，医药技术研发、推广及转让，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香精、分析仪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日用百货、普通机械、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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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00%的股权。

（十六）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颐康” ）

公司名称：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办公楼）1-1室

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注册资本：8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景区管理；生产、销售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旅游信息咨询；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以上两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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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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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00%的股权。

（十七）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酒店” ）

公司名称：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森林公园侯家坝

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注册资本：16,9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服务（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美

容美发服务（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茶馆服务；酒吧服务；

棋牌服务（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网吧；旅游景区景点开

发（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旅游产品开发、销售；土特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百货销售；旅游咨询服务；跑马场服务；歌舞娱乐

服务（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邦颐康的全资子公司，华邦颐康持有其100.00%的

股权。

（十八）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美大新” ）

公司名称：广西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新县桃城镇德天大道398号

法定代表人：胡维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产品制造与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房屋及场地

租赁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日用百货、农副产品、卷烟零售；会议会展服务；汽车租赁服

务；游泳池、公交车客运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邦颐康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华邦

颐康及控股子公司丽江山峰旅游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其100.00%的股权。

（十九）重庆宽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仁企管” ）

公司名称：重庆宽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

法定代表人：罗克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接受医院委托从事医院管理；医疗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百货、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上三项不含危险

化学品）、计算机配件、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地面接收设备及发射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

子出版物）；销售医疗器械Ⅰ类、Ⅲ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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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医疗器械租赁；二（Ⅱ）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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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邦汇医的控股子公司，华邦汇医持有其65.00%的

股权。

三、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核算单位 日期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资产负债

率

净利润

北京颖泰

2018年度 1,187,121.97 785,182.03 401,939.94 66.14% 46,087.51

2019年三季度 1,165,847.86 757,642.19 408,205.67 64.99% 18,482.12

上虞颖泰

2018年度 171,732.11 104,856.37 66,875.74 61.06% 11,716.21

2019年三季度 156,170.54 85,115.68 71,054.86 54.50% 4,179.12

杭州颖泰

2018年度 101,797.19 63,860.35 37,936.84 62.73% 1,658.45

2019年三季度 100,044.23 62,376.67 37,667.56 62.35% -269.08

盐城南方

2018年度 40,608.91 26,905.44 13,703.47 66.26% 1,978.13

2019年三季度 36,589.11 27,645.66 8,943.45 75.56% -4,760.02

万全宏宇

2018年度 47,138.82 27,420.79 19,718.03 58.17% 5,447.96

2019年三季度 49,673.12 29,600.11 20,073.01 59.59% 4,054.69

万全力华

2018年度 21,521.08 14,703.41 6,817.68 68.32% 88.11

2019年三季度 22,492.41 15,487.87 7,004.54 68.86% 295.18

杭州进出口

2018年度 5,290.99 3,901.69 1,389.30 73.74% 1,288.92

2019年三季度 3,564.93 1,319.24 2,245.69 37.01% 856.39

山东福尔

2018年度 196,688.37 119,827.16 76,861.21 60.92% 10,384.90

2019年三季度 167,189.92 86,880.98 80,308.94 51.97% 6179.38

江西禾益

2018年度 70,753.43 17,137.12 53,616.31 24.22% 8,425.81

2019年三季度 77,069.20 22,767.77 54,301.43 29.54% 7741.75

江苏常隆

2018年度 154,097.73 91,878.21 62,219.51 59.62% 6,327.71

2019年三季度 161,374.21 93,958.59 67,415.62 58.22% 6,312.30

嘉和分析

2018年度 2,320.33 857.34 1,462.99 36.95% -425.09

2019年三季度 2,424.78 2,040.47 384.31 84.15% -592.68

凯盛新材

2018年度 52,277.69 6,146.61 46,131.08 11.76% 6,729.30

2019年三季度 57,321.50 6,578.12 50,743.38 11.48% 9,705.32

汉江药业

2018年度 93,320.67 37,682.06 55,638.61 40.38% 5,734.91

2019年三季度 88,864.59 31,321.26 57,543.34 35.25% 5,796.72

东裕生物

2018年度 8,475.43 2,565.56 5,909.86 30.27% 15.32

2019年三季度 8,633.08 2,595.97 6,037.11 30.07% 118.88

华邦制药

2018年度 296,348.48 71,625.18 224,723.30 24.17% 25,984.15

2019年三季度 343,943.60 113,907.62 230,035.98 33.12% 25,561.26

华邦颐康

2018年度 81,496.98 50,809.42 30,687.56 62.35% 777.97

2019年三季度 92,299.45 59,406.80 32,892.65 64.36% 1,890.95

华邦酒店

2018年度 18,045.78 6,372.72 11,673.06 35.31% -788.83

2019年三季度 17,128.11 5,660.53 11,467.58 33.05% -205.25

大美大新

2018年度 19,294.38 13,981.67 5,312.71 72.46% 771.40

2019年三季度 18,481.52 12,436.40 6,045.12 67.29% 732.41

宽仁企管

2018年度 1,244.15 1078.66 165.49 86.70% -34.50

2019年三季度 5,667.30 5,773.84 -106.54 101.88% -272.04

四、授信明细及额度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2020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明细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 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

华邦健康 450,400.00 450,4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北京颖泰 400,000.00 40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上虞颖泰 80,000.00 8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杭州颖泰 60,000.00 6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盐城南方 20,000.00 2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万全宏宇 40,000.00 4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万全力华 5,000.00 5,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杭州进出口 3,000.00 3,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山东福尔 40,000.00 4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江西禾益 40,000.00 4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江苏常隆 80,000.00 8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嘉和分析 2,000.00 2,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凯盛新材 10,000.00 1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汉江药业 50,000.00 50,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东裕生物 1,640.00 1,64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华邦制药 35,000.00 35,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华邦颐康 12,000.00 12,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华邦酒店 3,000.00 3,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大美大新 15,000.00 15,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宽仁企管 26,000.00 26,000.00 保证、抵押、质押等

合计 1,373,040.00 1,373,040.00

五、担保事项及其他安排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以银行等金

融机构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括上表未列示的

控股子公司）间的授信额度可调剂。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额度内，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公

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准，各控股子公司（包括上表未列示的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额度可调剂。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间可相互担保（包括上表未列示的控股子公司），各控

股子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以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591,294.11万元，系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除此外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的22.27%，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46.38%，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以及因

担保而产生损失的情况。

七、董事会意见

根据2020年度公司经营规划，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的总额度不超

过137.304亿元人民币，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137.304亿元人民币。各公司2019年度经营良好，财

务指标稳健，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拟提供的担保方式风险极小。董事会同

意本年度授信融资总额不超过137.304亿元，担保总额不超过137.304亿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2020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授信的总额度不超过137.304亿元人民币，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137.304亿元人民币，目

的是为了满足各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持续和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2、该事项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的总额度不超过137.304亿元

人民币，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137.304亿元人民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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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增

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了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及金额。

现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为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租赁服务，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0.23万元，预计2019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8万元；

向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预计2019年度关联交易不超过2,000万元，从中农发河

南农化有限公司采购货物，预计2019年度关联交易不超过8,000.00万元；上述关联交易，预计

增加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10,000.23万元。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预计与ALBAUGH,� LLC及其子公司、连云港世杰农化有

限公司等共计10个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销售商品、采购货物、接收及提供劳务、租

赁服务等相关关联交易，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27,893.63万元。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度预计发

生额

2019年1-10月累计已发

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5.04 4.00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重庆植恩医院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租赁服务 457.59 311.32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杭州天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52.98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ALBAUGH,LLC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80,000.00 20,892.33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00.00 865.66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连云港世杰农化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5,000.00 4,895.84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九江安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 16.68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辽宁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250.00 453.80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000.00 4,845.30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0 18.98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汉中金汉江医药化工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燃料动力

等综合性服务）

- 2.41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汉中金汉江医药化工有限公

司

采购货物 - 364.15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40.00 77.27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云南丽江白鹿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6,015.00 4,417.00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6.00 4.29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00 5.07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0.00 -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5.00 -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 -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

商确定

合计 127,893.63 37,227.08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2019年1-10月累计已发

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2019年年度预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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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4.00 4.80 1.25% -16.67%

重庆植恩医院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租赁服务 311.32 378.54 97.41% -17.76%

杭州天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52.98 1,000.00 0.24% -94.70%

ALBAUGH,LLC及其子

公司

销售商品 20,892.33 100,508.00 95.77% -79.21%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865.66 2,000.00 3.97% -56.72%

连云港世杰农化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 200.00 0.00% -100.00%

连云港世杰农化有限公

司

采购货物 4,895.84 38,000.00 46.37% -87.12%

九江安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6.68 300.00 46.78% -94.44%

辽宁森源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货物 453.80 8,000.00 4.30% -94.33%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

司

采购货物 4,845.30 8,000.00 45.89% -39.43%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8.98 42.00 53.22% -54.81%

汉中金汉江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燃

料动力等综合

性服务）

2.41 42.00 100.00% -94.26%

汉中金汉江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采购货物 364.15 700.22 3.45% -47.99%

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77.27 575.00 100.00% -86.56%

云南丽江白鹿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417.00 4,698.48 100.00% -5.99%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服务 4.29 6.00 1.34% -28.50%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5.07 40.00 0.02% -87.33%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货物 - 10.00 0.00% -100.00%

合计 37,227.08 164,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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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适

用）

公司2019年1-10月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年初预计金额有一定

的差异，除时间范围影响外，均为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实际需求降低所致，且均

无超过预计的情况，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此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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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适

用）

公司2019年1-10月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年初预计金额有一定

的差异，除时间范围影响外，均为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实际需求降低所致，均无

超过预计的情况，此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关联

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出现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1、住所地：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4楼

2、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3、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技术开发；网络工程设计、施工；旅游景区、景点开

发；旅游产品生产销售(不含刀具)；中药材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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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32,091万元，净资产为91,367

万元,营业收入406万元，利润总额6,630万元，净利润6,630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0月31日，总资产为223,473万元，净资产为101,065�

万元,营业收入1,010万元，利润总额10,703万元，净利润10,685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重庆植恩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迎宾大道38号8层

2、法定代表人:罗克

3、经营范围：国家政策范围允许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受医院委托从事医院管理（不含医

疗、诊断等医疗活动及药品销售）；医疗项目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办业务）；医疗器械的技术研究；销售：百货、家用电

器、文化用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上三项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配件、通讯

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主可开展经营活动】。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为14,732.98万元， 净资产为4,

726.84万元,营业收入4,268.90万元，利润总额-2,035.64万元，净利润-2,035.64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0月31日，总资产为14,346.58万元，净资产为3,377.52

万元,营业收入3,367.87万元，利润总额-1,349.31万元，净利润-1,349.31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单位。

（三）ALBAUGH,LLC

1、住所地：1525� NE� 36th� Street,Ankeny,Iowa,USA

2、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3、经营范围：主要生产销售非专利农化产品。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819,956.80万元，净资产为132,

632.03万元,营业收入969,288.49万元，利润总额39,742.05万元，净利润37,963.54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

单位，且本公司现任董事王榕同时担任ALBAUGH,LLC董事。

（四）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

1、住所地：濮阳市胜利路西段路南

2、法定代表人：侯飞

3、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乙草胺10000吨/年，2-甲基-6-乙基苯胺10000吨/年（中间产品

邻甲苯胺8120吨/年是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资销售；农业、化工技术

咨询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 49,230.05万元，净资产为14,

743.02万元，营业收入42,712.75万元，利润总额1,182.03万元，净利润1,183.43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总资产为50,314.17万元， 净资产为 14,

711.19万元,营业收入23,758.34万元，利润总额195.06万元，净利润-128.15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

单位。

（五）连云港世杰农化有限公司

1、住所地：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纬一路

2、法定代表人：张友新

3、经营范围：农药及农药中间体生产，化学品生产（2，4-二氟苯胺、间羟基三氟甲苯、2，

4-二氟苯乙酸、3，4-二氟苯腈、2-氰基-4-硝基苯胺、2-氯-4-氟-5-[4-（二氟甲基）-3-甲

基-5-氧代-1，2，4-三氮唑-1-基]-苯胺、2，4-二氯-5- [4- （二氟甲基）-3-甲基-5-氧代

-1，2，4-三氮唑-1-基]-苯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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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4,967.80万元，净资产为27,

831.85万元,营业收入7,560.39万元，利润总额 -2,628.83万元，净利润-2,623.59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总资产为43,619.32万元， 净资产为31,

487.27万元,营业收入16,665.84万元，利润总额3,655.43万元，净利润3,655.43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

单位。

（六）辽宁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海新街86号

2、法定代表人：陆行君

3、经营范围：对硝基苯胺、盐酸生产、销售（限在本厂区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

品）；2,6-二氯-4-硝基苯胺、酞菁绿、酞菁蓝、多效唑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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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为14,861.81万元， 净资产为9,

687.78万元,营业收入11,617.97万元，利润总额1,813.88万元，净利润1,538.85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总资产为15,782.98�万元， 净资产为11,

868.94�万元,营业收入8,278.40�万元，利润总额798.95�万元，净利润 679.11�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单位。

（七）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地：汉中市汉中经济开发区北区迎宾西路

2、法定代表人：冯振斌

3、经营范围：颗粒剂、胶囊剂、片剂、丸剂(水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乳剂、合剂、酊剂、

酒剂、糖浆剂生产、自销;保健品加工、销售;中药材种植、收购、销售,制药机械维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设备租赁；房屋租赁；水蒸气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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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60,268.95万元，净资产为37,

548.01万元,营业收入58,650.13万元，利润总额14,857.07万元，净利润12,621.94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总资产为76,700.71万元， 净资产为43,

959.53万元,营业收入39,112.02万元，利润总额12,933.02万元，净利润11,454.26万元。

5、 关联关系介绍：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单

位。

（八）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路73号附25层

2、法定代表人：王晓琳

3、经营范围：药品、生物制品、保健品、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实验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实验室耗材及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塑料制品、化学制剂、

健身器材、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会务会展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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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为6,139.86万元， 净资产为5,

606.74万元,营业收入2,493.56万元，利润总额1,589.11万元,净利润1,349.67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0月31日，总资产为6,816.33万元，净资产为6,568.90

万元,营业收入1,925.68万元，利润总额1,131.95万元,净利润962.16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单位。

（九）云南丽江白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住所地：丽江市古城区福慧路

2、法定代表人：张丽宏

3、经营范围：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住宿及副食品零售(仅限分支机

构凭许可证经营);承接会议团、会务团、旅游团、考察团;旅游服务(含代订餐饮、景点门票、车

辆、机票、汽车票、火车票)。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为5,128.83万元， 净资产为2,

978.19万元；营业收入19,379.77万元，利润总额 678.99�万元，净利润 620.63万元。

2019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0月31日，总资产为7,023.09万元，净资产为4,494.81

万元；营业收入20,080.24万元，利润总额153.13万元，净利润114.76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联营单位。

（十）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张博路东、双沟镇政府西300米

2、法定代表人：巩乃滨

3、经营范围：铝材、铝棒、铝锭、镁锭加工、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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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1,652万元，净资产为7,194万

元,营业收入23,344万元，利润总额283万元，净利润264万元。

截至2019年10月31日，总资产为12,319万元，净资产为6,540万元,营业收入18,695万元，利

润总额-311万元，净利润-313万元。

5、关联关系介绍：王永是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王加荣是公司

董事，王加荣与王永是父子关系。

以上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采购产品及提供劳务等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依照一

般商业条款所进行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

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遵循了平等、自愿、

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合理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

场规律，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也不存在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公司已将相关材料递交独立董事审阅，独立董事对有关情

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业务属公司正常

经营行为，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将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独立意见

1、 公司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

而产生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增强公司控制力，提高生产经营保障程度。

2、 公司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 “独立主

体、公平合理” 的原则进行的，其价格为市场价格，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该议案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

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要求。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1906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

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有效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风险，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3日通过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的议案》。 现将公司2020年度预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

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的目的

公司农化业务和原料药业务营业收入中外销占比大， 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和欧元，因

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影响。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

司利润的影响及基于经营战略的需要，使公司保持较为稳定的利润水平，并专注于生产经营，

公司拟在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通过锁定远期结售汇汇

率及汇率区间，减少人民对外币汇率双向波动对公司营业利润的影响。

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业务情况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公司通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

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

率办理结汇或售汇的业务。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业务是公司针对未来的实际结汇需求， 买入一个执行价格较低

（以一单位外汇折合人民币计量执行价格）的外汇看跌期权，同时卖出一个执行价格较高的

外汇看涨期权，按照公司未来实际结汇需求可将未来某个时间（一年以内）汇率锁定在一定

的区间之内，达到降低远期结汇风险的目的。

三、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币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

用的主要结算货币，开展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远期结

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

四、预计2020年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交易额度

预计本公司2020年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组合等业务交易总规模

为：美元币种金额不超过28,200万美元，可滚动使用。

（下转B3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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