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B113版)

向关联方

出租房屋

漳州华润片仔癀医药贸易

有限公司

12.00 0.0453 6.85 0.4174 /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55.00 0.2075 50.99 3.1063 /

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70.00 0.2641 38.25 2.3297 /

漳州片仔癀爱之味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 - 10.17 0.6196 /

向关联方

承租房屋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 2.8928 858.90 3.3165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70.00 0.2025 68.83 0.2658 /

厦门天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2893 96.88 0.3741 /

合计 52,989.00 48,840.05 /

注1：漳州华润片仔癀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为原联营公司华润片仔癀药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联营

公司于2019年进行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成功竞买该联营公司，其已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实际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备注

关联方销售商

品、

提供劳务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98.00 0.1360 销售商品

福建省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314.56 0.0476 销售商品

福建三明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10.00 0.0015 销售商品

厦门同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1.88 0.0033 销售商品

福州同春中药有限公司 8,622.07 1.3056 销售商品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382.08 0.0579 销售商品

福建龙岩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1.77 0.0003 销售商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实际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备注

关联方销售商

品、

提供劳务

福建回春药业有限公司 10.00 0.0015 销售商品

厦门绿金谷大药房有限公司 10.00 0.0015 销售商品

上海家化销售有限公司 8,821.74 1.3359 销售商品

上海家化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550.00 0.0833 销售商品

上海家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50.00 0.2347 销售商品

上海家化商贸有限公司 8,250.00 1.2493 销售商品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1.40 0.0002 销售商品

13.14 0.8001 出售水电

漳州片仔癀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71 0.1651 出售水电

漳州片仔癀爱之味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1.81 0.1105 出售水电

54.00 0.1816 提供劳务

关联方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16.95 0.6983 采购商品

福建省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518.15 0.1125 采购商品

福州常春药业有限公司 339.58 0.0737 采购商品

厦门同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08.00 0.0234 采购商品

福州同春中药有限公司 4,168.00 0.9048 采购商品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323.88 0.0703 采购商品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123.00 0.4137 接受劳务

12.00 0.0404 物业服务

11.00 0.0370 采购水电

上海家化销售有限公司 4,740.00 7.2236 市场推广费

上海家化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155.00 0.0336 采购商品

35.00 0.0533 市场推广费

上海家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32.50 0.3543 市场推广费

上海家化商贸有限公司 800.00 1.2192 市场推广费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59.43 0.1999 物业服务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实际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备注

关联方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

厦门天呈投资有限公司

13.00 0.0437 采购水电

4.50 0.0151 物业服务

向关联方出租

房屋

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50.00 3.0457 /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64.34 3.9194 /

漳州片仔癀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73 0.6535 /

漳州爱之味片仔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68 0.6506 /

向关联方承租

房屋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93.00 0.3128 /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935.00 3.1451 /

厦门天呈投资有限公司 106.00 0.3566 /

总计 45,644.90

二、公司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福建漳州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杰

注册地址：福建漳州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的投资；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

除外）、机械设备、电器设备、汽车零部件、金属材料、铝塑制品、包装材料及制品、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农林

牧产品、水产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矿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食品添加剂（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的批发、零售；土地收储；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批发(租赁储存设施）；苯、苯乙烯（稳定

的）、丙烷、丙烯、粗苯、二甲苯、环已烷、甲苯、甲醇、甲基叔丁基醚、煤焦油、煤油、氢氧化钠溶液（含量≥

30%）、溶剂油（闭杯闪点≤60℃）、均三甲苯、石脑油、石油醚 、乙苯、乙醇（无水）、异丁烯、异辛烷、正庚

烷、石油原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三号喷气燃料、有机热载体、工业白油、粗白油、航空煤油、沥

青、煤基氢化油、液蜡、燃料油（以上9种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汽油、煤油、柴

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

等替代燃料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

相同用途的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原油加工及石油制

品制造（不含易制毒化学品）；其他原油制造（不含易制毒化学品）；原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原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其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国际贸易代理服务；其他贸易经纪与

代理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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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母公司。

3、漳州片仔癀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言

注册地址：漳州市芗城区上街1号片仔癀综合大楼18层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授权的企业资产管理运营；工业园区及其基础设施和

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对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木业机械设备制造与销售；土地

整理、土地收储和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仓储、物业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

铝塑制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包装材料及制品、花卉苗木、木制品、家具、农副产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

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 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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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子公司。

4、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凡沛

注册地址：漳州市延安北路

注册资本：39955.3571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轴承，汽车零部件，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的制造、销售；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房

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轴承专业技术的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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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子公司。

5、漳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伟廉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漳响路44号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对金融业、证券业、商业、农业、林业、采矿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的投资；对创业投资企业

以及市政府确定的重点产业的投资；对小额贷款行业、典当业、融资租赁业、融资担保业的投资；对招标行

业、拍卖行业、投资顾问行业、财务咨询行业的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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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子公司。

6、漳州九龙江阳明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言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霞寨镇官峰村村址

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对旅游业的投资；旅游服务业开发；旅游文化项目规划建设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房地产开发；旅游景区管理；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停车场服务；体育运动咨询服务；提

供小型儿童游乐设备服务；旅游商品销售；零售预包装食品；茶叶种植、收购、加工、销售；茶食品、茶具研发、

生产、加工、销售；花卉种植；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其他未列明的农业种植；农业

园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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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母公司的孙公司。

7、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楠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232号

注册资本：17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西药，医疗用品及器材，营养和保健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清洁用品、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家用电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五金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

气设备，建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对外贸

易；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城

市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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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公司。

8、福建省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储兵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232号1#楼第一、二层东侧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中成药、西药、医疗用品及器材、营养和保健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清洁用品、化妆品

及卫生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各类广告；医药业投资咨询；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贸易代理；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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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9、福建三明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文

注册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长安路21号5幢二层2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

粉）； 三类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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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4医用射线防护用品、

装置、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体外诊断试剂、6845体外循环机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手术室、急诊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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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农畜产品、日用品、化妆品、玻

璃仪器、电子产品、消毒用品、文化用品、计算机辅助设备；医药信息咨询服务；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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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0、福州常春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储兵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232号1#楼第二层西侧、4#楼第二层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西药、医疗用品及器材、营养保健品、初级农产品、清洁用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化妆品、卫生用品、厨房用品、日用品、家用电器、文化用品、体育用品、五金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器

设备、建材、计算机软硬件、化工用品（不含危险化学药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货物运输代理；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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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1、厦门同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群

注册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山边洪东路21号4F之一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西药批发；中药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批

发；保健食品批发；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批发；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食品添加剂批发；经营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妆品

及卫生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

批的事项）；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市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2、福州同春中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群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洪路561号2#楼第3层、第4层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批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

保健食品；日用百货、玻璃器皿的批发、零售；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其他未列明批发业；其他未列

明零售业；厨房用具批发；其他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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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3、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季良

注册地址：古田县城东街道前山食用菌加工基地工业园区38号第1幢

注册资本：123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化妆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小百货批发、零售；普

通货物道路运输；初级农产品销售；药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服务；贸

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会务会展服务；产品促销宣传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的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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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4、福建龙岩同春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储兵

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黄邦路16号仓库3楼东侧

注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经营三类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

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

线设备、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

处理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三类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软件、介入器材、体外诊断试剂；二类普通诊察器械、中医

器械、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口腔科设备、病房护理设备、消毒和灭菌设备、医

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体外诊断试剂；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保健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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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5、福建回春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储兵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232号1#楼101室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西药，医疗用品及器材，营养和保健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清洁用品、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厨房用具及日用品，家用电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五金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道路货物运输；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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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6、厦门绿金谷大药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龙生

注册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南里112号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中药零售；西药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其他未列明服务业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保健食品零售；酒、饮料及茶叶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零售；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联营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7、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方

注册地址：上海市保定路527号

注册资本：67124.8461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开发和生产化妆品，化妆用品及饰品，日用化学制品原辅材料，包装容器，香料香精、清

凉油、清洁制品，卫生制品，消毒制品，洗涤用品，口腔卫生用品，纸制品及湿纸巾，腊制品，驱杀昆虫制品和

驱杀昆虫用电器装置，美容美发用品及服务，日用化学品及化妆品技术服务；药品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销

售公司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食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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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

18、上海家化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伟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保定路527号

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销售日用化学品，日用百货，香精，化妆品及用具，清凉油，蜡制品，杀虫剂，蚊香（固体、

液体），电蚊香器，洁厕剂，消毒清洁液剂，纸制品，服装及服饰，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洗涤用品，金银珠宝，

工艺饰品，针纺织品，家用电器，食品添加剂，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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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咨询，自有房屋出

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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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19、上海家化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伟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5幢3楼302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销售化妆品、日用化学品、日用百货、纸制品、服装服饰、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洗涤用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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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珠宝、工艺饰

品、针纺织品、家用电器、食品添加剂，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商务咨询，食品销售，药品零售，药品

批发，销售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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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20、上海佰草集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伟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唐山路855号底层

注册资本：5923.2626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美容，投资管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销售化妆品及化妆用具，饰

品，保健按摩。以下限分支机构：足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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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21、上海家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俊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527号1幢508室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咨询；销售化妆品，洗涤用品，针纺织

品，日用百货，服装服饰，家用电器，食品添加剂，医疗器械，批发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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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批发，药品零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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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22、上海家化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伟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尚浦中心5号楼7楼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销售化妆品、化妆用具、洗涤用品、香精、香料、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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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油、杀虫剂、蚊香、电蚊香器、洁厕剂、消毒清洁

液剂、纸制品、服装及服饰、办公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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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饰品、针纺织品、家用电器、食品添加剂，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商务咨

询，食品销售，药品零售，药品批发，销售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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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23、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文渊

注册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95号之5-501、502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房屋建筑业；土石方工程

（不含爆破）；电气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管道和设备安装；建筑物拆除活动（不含

爆破）；建筑装饰业；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建材批发；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五金产品批发；集成电路设计；数据处

理和存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贸易代理；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停车场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地

产经营活动；商务信息咨询；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社会

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办公服务；包装服务；市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游览景区管理；公园管理；绿化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室内环境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不含须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水污染治理；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

花卉种植；其他园艺作物种植。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

24、厦门天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403号601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房屋建筑业；土石方工程

（不含爆破）；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

建筑装饰业；建筑物拆除活动（不含爆破）；提供施工设备服务；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第一类医疗器械批

发；建材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互联网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

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企业总部管理；社会

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

咨询等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市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办公服务；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

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室

内环境治理；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绿化管理；公园管理；游览景区管理。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子公司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东（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25、漳州华润片仔癀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福建片仔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刘丛盛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街1号片仔癀大厦19层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中成药的批发；一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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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原为本公司与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公司，该联营公司的股东华润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联营公司51%的股权， 公司成功竞买该

股权，该联营公司现已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6、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七四医院）

注册地址：福建厦门

企业性质： 其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其他。

27、四川齐祥片仔癀麝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万灿

注册地址： 阿坝州米亚罗镇

注册资本： 173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人工养麝、活体取香、麝及麝的衍生品的销售经营(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专营规定

的从其规定），中药材种植。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28、漳州片仔癀爱之味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凤莲

注册地址：漳浦县绥安工业开发区绥安工业园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要经营范围：果蔬饮料、蛋白饮料、茶饮料、咖啡饮料、植物饮料、含茶食品、袋用茶、茶叶（不含禁止

类产品）、蔬菜制品、瓶（桶）装饮用水、碳酸饮料、方便食品、饼干、果蔬罐头、其他罐头、蜜饯、水果制品、调

味品、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膨化食品、薯类食品、乳制品、糖果制品、果冻、糕点、豆制品、蜂产品的开发、生产

与批发（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

品）（以上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对关联方的履约能力进行判断，认为上述关联方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关系，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

和必要性，且关联方支付能力较强。上述关联方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关联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

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公司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和定价方法：关联交易活动应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

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定价。公司各项关联交

易的价格均根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综合考虑工作量、工作地点、实施难易度、整体客

户关系及后续合作机会等因素确定交易价格。

（一）商品交易定价政策 ：1、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签订合同； 2、对销

售回款良好的客户采用适度授信； 3、交易结算方式采用现金交易。

（二）提供或接受劳务定价：1、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签订合同；2、交易

结算方式采用现金交易。

（三）租赁土地、房产的定价政策： 1、当地土地发布信息价；2、房屋建设年限及其结构情况； 3、当地周

边房租价格； 4、交易结算方式采用现金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为充分发挥合作方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渠道资源、品牌资源优势，其作为子公司

漳州片仔癀上海家化口腔护理有限公司的主要经销商之一，主要经销片仔癀牙膏。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方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化产品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化产品销售的

增加及公司品牌的推广，帮助促进公司“一核两翼”战略中的日化板块业务的发展。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宏仁” ）系子公司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片仔癀宏仁” ）的第二大股东。为了满足未来的业务发展需要，片仔癀宏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租赁

厦门宏仁的医药现代物流园办公楼及食堂作为其经营场所。因该仓库已配置有医药物流运行所必须的个性

化设备，符合经营需要，经委托厦门万翔招标有限公司以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与厦门宏仁谈判，确定租用厦门

宏仁的医药仓储中心配备的现代医药物流设备。 该等租赁业务满足片仔癀宏仁公司未来经营业务拓展、持

续经营，很有必要。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需求，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在福建省具有良好的医药配送渠

道，作为本公司重要的客户，加强合作对稳定并扩大本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具有重要的

意义，该等关联交易有其必要性、持续性。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继续与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等

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以作为其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有利于公司其他业务的开展，故此关联交易必要且持

续。

2、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有利于公司

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竞争优势。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发展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但交易额的增加既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也不会对公司日常交易行为产生严重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意见；

4、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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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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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同意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华兴所” ）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预计2020年度支付其财务报表及与财务报告相关的

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145万元，其中，财务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110万元（含子公司），

内控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35万元，其他审计费用按其实际发生数额计算。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华兴所其前身系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创立于1981年，隶属福建省财政厅。1998年12月与原主管单位

福建省财政厅脱钩， 改制为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2013年12月9日，转制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7月，更名为华兴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华兴所的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152号中山大厦B座7-9楼。

华兴所已取得证券期货从业资格、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和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

资质，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华兴所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

2、人员信息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兴所拥有合伙人33名、注册会计师252名（较上年增加35名）、从业人员总数500

余名，首席合伙人为林宝明先生，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200余人。

3、业务规模

2018年度，华兴所业务收入1.73亿元，净资产金额1,000万元，为36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收费

总额3,341万元。上市公司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均值约39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兴所已购买累计赔偿限额为8,000万元的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

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华兴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及自律监管措施，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一份。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处理

类型

处理决定文号 处理决定名称

处理

机关

处理

日期

所涉项目

是否影响目

前执业

1

行 政

监 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

(2019)

18号

《厦门证监局关于对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注册

会计师江叶瑜、 李卓良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厦 门

监 管

局

2019年11月

13日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审计

否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陈玉萍，中国注册会计师、合伙人。自1994年起从事审计工作，1997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

务和证券服务业务，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

专业胜任能力。具有证券服务从业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本期签字注册会计师：林隽，中国注册会计师。自2008年起从事审计工作，2010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

务和证券服务业务，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

专业胜任能力。具有证券服务从业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根据华兴所的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杨俏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质量控制复核人：杨俏，中国注

册会计师，合伙人。自1995年起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负责审计和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具有证券服务从业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陈玉萍、本期签字注册会计师林隽及质量控制复核人杨俏，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

施。

（三）审计收费

2019年，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费用80万元（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9万元（含税），合计人民币109万

元（含税），系按照华兴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工作人日

数根据审计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根据执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2020年，预计支付财务报告审计费用110万元（含税），较2019年度增长37.50%；内部控制审计费用35万

元（含税），较2019年度增长20.69%。

若公司2020年末审计范围发生增减变化，则2020年度审计收费定价将依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

业、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因素，结合公司年报相关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量确定。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视情况与华兴所协商适当调整审计报酬事项。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说明

经对华兴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其具

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 参与年审的人员均具备实施审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执业证

书，在执业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审计结论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其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华兴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能够满足

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其在为本公司提供2019年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

过程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华兴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

经验和能力，可以满足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华兴所在从事公司财务审计及

其他相关业务审计工作期间，严格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执业，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客

观、公正，能够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内控情况。本次续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衔接的连续性、完整性，同意续聘华兴所为公司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聘任会计事务所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

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华兴所作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服务，聘期一年。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说明文件；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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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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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产生影响， 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概述

财政部2017年7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财政部2019年9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

务报表。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020年4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将现行收入和建

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

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2、根据财政部2019年9月《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

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将原“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项目；将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

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资产负债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 行项目和

列项目。

（二）变更日期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三）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采用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和

2019年9月《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执行。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

1、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的新准则规定，本

公司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预收账款 201,757,107.52 101,172,914.14 -100,584,193.38

递延收益-积分兑换 2,134,224.99 -2,134,224.99

合同负债 102,718,418.37 102,718,418.37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按照财政部2019年9月《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的新准则规定，本公司

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调整后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12,623,347.86

应收票据 68,952,557.39

应收账款 443,670,790.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0,094,018.58

应付票据 58,775,489.00

应付账款 191,318,529.58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

知》和2019年9月《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的具体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公司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会计准则下的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量等未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

董事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和2019年9月《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变更，其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其执行新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

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四、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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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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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10月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20年3月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4月修订）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此次修改的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于2020年4�月23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附件：制度修订对照表

序号 《公司章程》修订前 《公司章程》修订后

1

第三十三条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5%以

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

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6个月的

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权要求

董事会在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

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三条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6个

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

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

其他情形的除外。

第二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

票或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

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二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

在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二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

法承担连带责任。

2

第四十九条 ……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

第一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

即冻结工作” ?……

第四十九条 ……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 机制的第一责任

人,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即冻结工

作” ?……

3

第五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

职权:

……

(十三)审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临时提案;(十四)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

大资产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单笔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十六)

审议批准董事会提交的拟运用资金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10%的投资方案(包括风险投资);(十

七)审议批准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第五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三)审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的临时提

案;�(十四)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十五) 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人发

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

务除外）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十六) 审议批准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

担保事项;

……

4

第五十二条 公司禁止对除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任何企业、

单位、个人提供担保。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出现以下情形

的，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五十二条 公司禁止对除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任何企业、 单位、个

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关联人提供担保，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一）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0%以后提供

的任何担保；（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三）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的担

保。

公司的担保出现以下情形的，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三）单笔担保额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的担保；（四） 公司连续12个

月内累计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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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 （受赠现金资产除

外），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

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以上；（三）交

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0%以上；（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上；（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

公司的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三)承包或租赁资产;

……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

或者出售行为, 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

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

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二）交易

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三）交易产生的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万元；（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

……

公司的上述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三)租入或租出资产;

……

（九）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十）提供担保；

（十一）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认定的交易?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

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但资

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公司进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 等交易时，应当以发

生额作为计算标准，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公

司进行“提供担保”“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 等之外的其他

交易时，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易，按照连续12

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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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具

体地点由董事会确定?

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可提供网络

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其具体方式

和要求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规定执

行?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的, 应当向股东提

供网络投票方式:

(一)公司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二)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三) 公司以超过当次募集资金金额10%以上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四)公司单次或者12个月

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的金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或者占本

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达到10%以上的 (含本数);

(五)公司拟购买关联人资产的价格超过账面值100%的重

大关联交易;(六)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七)

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公司债务;(八)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九)对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

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十)公司章程规定需要提供网络投

票方式的事项;(十一)上交所要求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事

项?

第五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具体地点由

董事会确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

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

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

应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2个交易日公告并说明原因。公司应

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其具体方式和要求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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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六)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六)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召集人还应当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上披露有助于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必需

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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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六)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第九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六)公司在一年内（按照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购买?出

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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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条 ……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

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

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

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第九十一条 ……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或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

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

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 导致公司或者公司股东

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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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

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

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3年 ，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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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

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

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

有下列勤勉义务:……

(四)应当对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12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不以任何形式为董事纳税?

第一百一十九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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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八） 批准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 (受赠现金资产除

外):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

的， 以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

-10%；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0%；3、交易产生的利

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30%；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

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的20%-50%；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20%-50%。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总经济师、

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五)听取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十六)�负

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规定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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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的交易包括下列事项：1、购买或者出售资产；2、

提供财务资助；3、承包或租赁资产；4、委托或者受托管理

资产和业务；5、赠与或者受赠资产；6、债权、债务重组；7、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8、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

或者出售行为， 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

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

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

经济师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五)听取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决定交易总额3000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

净资产值5%以下的关联交易;（十七）审议批准投资额在

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10%的对外投资项目 ;

（十八）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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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审查制度,按照本章程的规定的权限决策;重大投资项目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审查制度,按照本

章程的规定的权限决策;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

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除根据本章程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交易事项以外， 下列交易

（交易的定义见本章程第五十三条）事项由董事会审议：

（一）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 (提供担保除外)事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

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且未达到本章程

第五十一条或第五十三条规定标准的事项；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且未达到

本章程第五十一条或第五十三条规定标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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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且未达到本章程第五十一条或第

五十三条规定标准的事项；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1000万元， 且未达到本章程第五十一条或第五十三条规定标

准的事项；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且未达到本章程第五十一条或第五十三条规定标准的事

项。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发生的交易达到本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 若交易

标的为公司股权，公司应当提供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截止日距审议该交易事项的

股东大会召开日不得超过6个月；若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其他非

现金资产，公司应当提供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

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距审议该交易事项的股

东大会召开日不得超过一年。

（二）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

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且未达到本章程第五十一条规定标

准的事项;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提

供担保除外），且未达到本章程第五十一条第（十六）项规定标准

的事项。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达到本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

审议标准的，还需要提供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

服务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估报告。 与日常经营相关

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标的，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估。公司与

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应当以公司的出资额作为交易金额。

（三） 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

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董事会决定除

股东大会审批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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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如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须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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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七）批准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受赠现金资产除

外）：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以

下；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下；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下；4、交

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

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20%以下；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

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20%以下。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上述公司的交易包括下列事项：1、 购买或者出售资

产；2、提供财务资助；3、承包或租赁资产；4、委托或者受

托管理资产和业务；5、赠与或者受赠资产；6、债权、债务

重组；7、签订许可使用协议；8、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

项目。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

或者出售行为， 但资产置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

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八）批准投资额在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

以下的对外投资项目;

(九)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七)批准未达到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权限的交易（提供担保

除外，交易的定义见本章程第五十三条）事项：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16

第一百三十四条 董事会在审议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担保

事项的议案时,所作决议须经董事会全体成员2/3以上通

过,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须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一百三十四条 董事会在审议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担保事项的议

案时,所作决议除应当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外，还须经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须报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17

第一百四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第一百四十条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不得担任公

司的独立董事?……

(下转B1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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