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17, 7(5), 211-215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17.75029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Internal
Control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A Case Study of Kelun Pharmaceutical Co.
Nuo Shi1, Lili Bao2
1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Jili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2

th

st

th

Received: Sep. 6 , 2017; accepted: Sep. 21 , 2017; published: Sep. 28 , 2017

Abstract
As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irrationality of internal equity
structure is widespread in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related transactions in listed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elements in COSO report, these papers analyze the related transactions of
Kelu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aim at finding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related transactions, and
analyze internal control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reason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given which may have guidance significance for establishing a perfect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for the company and play a certain role in helping the company’s related transac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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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内部股权结构不合理现象广泛存在，所以上市公司内部存在着大量
的关联交易问题。本文应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科伦药业关联交易，从COSO报告五要素出发，找到科
伦药业关联交易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导致关联交易出现问题的内部控制方面的原因，根据原因提出
相关的建议，希望能对公司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并对公司今后的关联交易起
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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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关联交易具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在于，关联双方对贸易促进起着一定的作用，可以及时的沟通，
快速达成合作[1]；有害的一面在于，公司中的非公允关联交易是一种明令禁止的行为，这种行为影响了
行业的正常发展，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公司利益，各位股东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打
破了市场竞争秩序[2]。关联交易是当下多数上市公司的一种交易的方式[3]。为了利益，某些公司想要取
得配股的资格，利用交易进行利益的获取，转移利润[4]。很多公司为了获得不合法的利益，掩盖关联方
交易，偷税漏税[5]。本文选择科伦药业作为案例分析是因为科伦药业在上市之初，就发生了非公允的关
联交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之前对这一类的公司研究的人并不多，因此笔者希望从科伦药业的事件
找到问题，给出建议。并希望其它新上市的公司能够以此为鉴。

2. 科伦药业关联方交易事件描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伦药业)成立于 1996 年，公司主要经营大输液系列药品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的业务。由于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物流相比比较特殊，因此其生产基地较为分散。科伦药业
的生产体系相对完备，因此在业界知名度很高，在中国输液专业制造界已经成为龙头老大。在同行业中，
科伦药业技术全面，设备也比较完善，产品种类齐全。科伦药业的信誉非常好，再加上他们的产品也能
够让大多商家满意，在中国医药公司当中，早已名列前茅。2010 年 6 月 3 日，科伦药业成功上市。刚开
始上市的时候科伦药业就开始迅猛发展，利润也在飞速增长，在同领域内名声响亮。在这样的情况下，
科伦药业应该能够越来越壮大，领跑同类行业。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科伦药业在 2013 年却出现了状
况。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认为，对待之前的交易，科伦药业没有准确识别交易双方的
关系，据此判断科伦药业在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相关审计人员不能如实获得
全部的信息，因此也不能对交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2014 年 6 月 12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报告，科伦药业与齐鲁制药、浙江万邦药业、四川
科盟医药三家关联公司所发生的交易没有进行披露。在 2013 年，科伦药业与三家关联公司发生了共计五
百多万元的关联交易金额。科伦药业与三家公司的关联关系明显。王晶翼在担任科伦药业高管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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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担任齐鲁药业董事一职，于明德则是兼任科伦药业与万邦药业的董事，而刘革新在担任科伦药业董事
长的同时，也控制着科盟医药。
在科伦药业上市不久的时候，科伦药业就由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问题，被证监会调查。2011 年 3 月
14 日，科伦药业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崇州君健塑
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允许以受让股权的方式收购崇州君健塑胶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结果，科伦药
业以 4.26 亿元的价格收购关联公司君健塑胶。但两个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却未如实披露。一直到 2011
年 3 月 15 日，科伦药业在这次交易的相关报告中，还是没有对关联关系进行披露，而且科伦药业年报在
确定与君健塑胶的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时，负责人依然持否定的态度。2013 年 5 月 3 日，科伦药业收到
了四川监管局《关于对科伦药业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决定书指出，公司收购君健塑胶时，交易
对方的情况，以及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都没有按照规定予以公示。2013 年 5 月 4 日，科伦药业披露的四
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说明，2011 年，科伦药业使用 4.26 亿元的价格收购君健塑胶全部股权。科
伦药业与君健塑胶的关联关系十分明确，君健塑胶是由惠丰投资出资的，而惠丰投资的出资人是科伦药
业和科伦实业集团员工，科伦药业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刘革新。科伦药业 2010 年和 2011 年两年的年报披
露惠丰投资为科伦药业关联方，而在以上的收购事件中，没有按照实际情况说明君健塑胶的情况及交易
的两个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2013 年 5 月 14 日科伦药业做出更正，确认科伦药业与君健塑胶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而二者之间的交易也为关联交易。此外，科伦药业还为君健塑胶三千万元银行借款提供了连
带责任担保。

3. 科伦药业关联方交易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以上案例足以说明科伦药业内部控制方面存在问题，继而导致关联交易出现了失控，也让科伦药业
的声誉大不如前。笔者根据 COSO 报告五要素，对比分析科伦药业关联交易案例，找到其问题所在，而
正是这些问题导致科伦药业关联交易失控。
1) 控制环境
公司的治理结构作为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安全运转以及企业的利益有着很大的
影响，而且对公司内部控制的体系的建立也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科伦药业一股独大，而且情况较为严
重。由于个人的持股比例很高，刘革新自然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同时他身兼双职，既担任董事长，又
担任总经理，他的权利在公司里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各个方面，他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革新个人的权利很大，在公司内部没有其它股东能够平衡他的权利。而且在公司内
部，刘革新的整个家族持股比例达到了 40%，刘革新的亲属刘绥华、刘卫华等不仅在公司持股比例极高，
还同时担任十分重要的职位，掌握着公司的发展。在这样的局面下，公司内部的监督体系必然无法发挥
作用，监事会也形同虚设，无法起到正常的监督管理的作用。公司内部的大小事件基本由刘革新家族掌
控。同时，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让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核查的时候做手脚，这样做的目
的就是制作虚假的财务信息。基于这样的控制环境，大股东侵占投资者的权益，谋取自己的利益，是导
致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规的直接原因。
2) 风险评估
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风险无处不在。科伦药业在对待关联交易的问题上，公司内部的股东的意见
出现了分歧，股东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属于科伦药业的运营风险，而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运营风险，直接
对科伦药业的关联交易造成了影响，在关联交易的审议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等方面，大股东为了经济利
益，做出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决策，导致科伦药业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出现问题，信息披露出现问题，所
带来的法律风险就是关联交易被相关部门调查，进而导致关联交易的失控。科伦药业在与关联方进行交
DOI: 10.12677/mm.2017.75029

213

现代管理

施诺，包丽丽

易时未按照正规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可能会让企业产生巨大的损失，也直
接导致了关联交易的失控。包括科伦药业为君健塑胶三千万元银行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的担保，也会带
来一定的财务风险，而一旦风险引爆，就会对关联交易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控制活动
2011 年 3 月 14 日科伦药业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同意以受让股权的方式收购崇州君健塑胶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最终，科伦药业以 4.26 亿元的价格收购互为关联关系的君健塑胶。君健塑胶的客户很少，甚
至只有科伦药业，虽然前者的利润在亿元以上，但如果没有科伦药业，在这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独立
面对的君健塑胶能获得什么样的利润难以确定。一直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君健塑胶的实际净资产只有
8,303.96 万元，而科伦药业对外发布其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值为 4.26 亿元，科伦药业以如此高价对其进
行收购明显不符合市场。很明显，科伦药业缺乏对关联交易定价的控制，这就导致了关联交易的失控。
4) 信息与沟通
牟取利益是关联交易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高额的利益，很多上市公司选择暗地里操控关
联交易，不将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即使完整的进行公告，或者刻意遗漏部分信息。上市公司控制人本身
想要对这些信息刻意隐瞒,他们采取滞后或者刻意不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方法来掩盖不合规的关
联交易,达到其特定目的。科伦药业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科伦药业对崇州君健塑胶有限公司进行收购的
关联交易中，没有将对方的情况及双方的关联关系认真披露，直至 2011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发布的对此
次收购的相关公告中，也并没有披露关联关系，包括公司年报在对君健塑胶的收购是否为关联交易时，
公司依然持否定的态度。由此可见，科伦药业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在利益的驱使下，未将相关信息
披露，是关联交易失控的主要因素。
5) 内部监督
科伦药业的监督体系不够健全，其内部控制制度虽然并没有比较大的问题，但却不能够有效运行。
公司内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也说明了这次的非公允关联交易就是因为公司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的失效导致的。我国现在对关
联交易的要求很严格，在交易的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相关的披露，而在现在的上市公司中，做到
这点的很少。事前披露能够保证关联交易顺利开展，避免有些人凭借自己的权利进行操作，让股东明确
关联交易的各种事项。而事中披露是在关联交易发生的过程中，随着信息的更新，持续不断的进行公告，
这样能够让各方充分了解关联交易的内容，保证关联交易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科伦药业在出现问
题的关联交易当中，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仅仅进行了事后披露，且披露的及时性缺失，导致了关联交易
的失控。因此科伦药业需要在此方面有所加强。

4. 加强关联方交易内部控制的政策建议
1) 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和内控环境
合理的股权结构十分重要，它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实现
了全流通，为国有股权转让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解决了“同股不同权”的问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
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目前依然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存在。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让股权
分散到更多的人手中，逐步实现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从科伦药业的公司
股权结构可看出，刘革新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的股权主要集中在刘革新一人身上。这样的问题在
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小股东权利不够，导致权利大都集中在大股东身上。所以没有
相应的人和权利可以制衡大股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在这样
的局面下，中小股东的权力显得尤为重要，应该提升他们的地位，让其能够更好的对公司的关联交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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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这样才能够有效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进行。
2) 建立和完善关联交易风险评估制度
公司对待风险应该主动出击，否则等到风险对公司造成影响的时候就为时已晚。因此在风险还未发
生时，公司就要制定好一定的措施，防止风险。在事前，公司要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对风险进行预估，最
好将其扼杀在萌芽中。要确定企业的风险水平以及对企业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针对性
措施，将企业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进行风险评估，能够发现企业薄弱部分，有利于企业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防，降低风险对企业的危害程度。公司要有自己的一套评估机制，
并力争将其完善。公司之间的种种交易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对待风险预防，公司要十分重视。
公司应培养相关的专业人员，防止可能到来的风险。风险预防要涉及全面，公司大大小小金额的关联交
易都应进行风险预防。在关联交易发生前，应分析当前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是否会对交易产生影响，并
对相关风险进行评估。若公司不能很好的进行评定，有必要的话应从外部借调力量帮助公司进行评估。
而对于不同的评估结果一定要有相应的措施来对风险进行防范，保证各项风险都能够降到最低程度。
3) 建立健全授权审批审议制度
首先，为了保证关联交易的顺利开展，以相关法律作为背景，企业要综合目前的情况确定关联方交
易的审批权限要逐级进行，相关负责人更要明确自身权限，严禁越权审批。与此同时，对于内部管理层
对于关联方交易的审批权限的界定，公司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为了促使关联交易更规范地进行，公司对
于关联交易应在管理层设置不同的审批权限。现在一大部分公司都会对总经理、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的
审批权限进行规定，三者权限逐级递增。在发生关联交易时，要根据关联交易的金额，让不同的层级进
行审批，提高效率和针对性。其次，关联方交易的审议程序十分重要，在审议过程中能够对即将进行的
交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避免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因此对待关联方交易的审议程序，公司要予以重
视。
4) 加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信息沟通对企业各个方面都有着关键的作用。在公司内部，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关联交易
信息按照规定进行公开。如果相关的交易的进行未按照正规程序授权审批，或者交易的信息没有正常公
开，应当及时制止，且负责人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同时，还要根据公司的发展，
对其不断改进，保证公司能够平稳发展。而且，公司要重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了解相应的规章制度，
并按照规定进行披露。有些关联交易需要临时进行公告，也要在正规的授权审批和审议程序审批，并经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由董事会秘书及时将该关联交易进行公告。作为公司的董事，应当以身作
则，保证相关交易的信息及时充分的进行披露。监事会不仅要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还要负担起对公
司内部高层的监督责任。重大关联交易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通过相关的披露程序及时向证
监会机构报告，并向社会发布公告。公司需要有自己的一套关于关联方交易的披露标准，而披露标准要
按照监管部门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制定，不可随意制定。按照规定，在披露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时，
不得保留重要内容，应当全面准确及时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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