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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1、李海峰先生，1958年10月出生。2001年7月加入复星高科技，现任复星高科技总裁高级助理兼公共事

务部总经理、 北京区域总部首席代表。 李先生于1996年3月获得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学

历，并于2009年7月获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学历。

2、曹根兴先生，1946年12月出生，于2008年5月26日起担任公司监事。曹先生现为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秘书及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曹先生于1985年12月毕业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拥

有农业科学文凭。曹先生亦于1991年1月毕业于上海宝山区业余大学，拥有党政管理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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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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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复星医药”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

议（定期会议）和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及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201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设定了年度上限，并予公告；此外，为配合H股上市，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拟订

了其定义下持续性关连交易的上限，并于公司H股招股书中披露。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在2012年预计总额范围内。有关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2年实际 2012年预计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或商品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4,751,652.95 4,000,000.0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原料、

试剂等

165,864,463.12 120,000,000.00

苏州莱士输血器材有限公司 输血器材 21,697,215.25 15,000,000.00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12,949,836.83 7,500,000.00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252,145.27 300,000.00

上海童涵春堂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334,148.91 500,000.00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8,749,097.05 12,000,000.00

杭州迪安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诊断试剂 240,029.81 800,000.00

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12,097,032.00 15,000,000.00

小计 / 226,935,621.19 175,100,000.00

向关联人销售

原材料或商品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7,580,330.35 12,000,000.0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385,566,822.63 600,000,000.00

苏州莱士输血器材有限公司 输血器材 9,290,931.12 2,000,000.00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6,492,302.55 10,500,000.00

上海联华复星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

医药产品 18,820,665.10 20,000,000.00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诊断产品 8,459,884.60 8,300,000.00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19,221,825.81 28,500,000.00

南京神州英诺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诊断产品 73,315.59 0

小计 / 455,506,077.75 681,300,000.00

房屋租赁及物

业管理

上海复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7,230,952.08 7,860,000.00

房屋出租 752,064.00 752,064.00

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895,855.59 1,049,412.00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房屋承租

及物业管理

4,475,884.48 4,738,820.00

北京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994,439.62 1,030,134.00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752,064.00 770,778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56,151.00 224,604.00

锦州昊宇木制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承租 1,909,446.00 1,909,446.00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2,662,000.00 3,300,000.00

房屋出租 71,777.78 390.000.00

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 房租承租 241,200.00 356,400.00（注）

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2,319,479.00 2,372,738.00(注)

小计 / 22,361,313.55 21,635,258.0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 50,893.00 0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 212,942.70 0

小计 / 263,835.7 0.0

接受关联人劳

务

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 服务费 534,171.23 1,500,000.00

小计 / 534,171.23 1,500,000.00

关联人财务公

司贷款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贷款（日最高额） 25,000,000.00 300,000,000.00

关联人财务公

司存款

存款（日最高额） 293,922,300.00 300,000,000.00

其他金融服务 服务手续费等 110,500.00 1,000,000.00

小计 / 319,032,800.00 601,000,000.00

合计 / 1,024,633,819.42 1,480,535,258.00

注：联交所定义下的关连交易，为2012年10月预计数

二、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近年来公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或商品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5,000,000.00 4,751,652.95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原

料、试剂等

180,000,000.00 165,864,463.12

苏州莱士输血器材有限公司 输血器材 23,100,000.00 21,697,215.25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13,000,000.00 12,949,836.83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260,000.00 252,145.27

上海童涵春堂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350,000.00 334,148.91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8,500,000.00 8,749,097.05

杭州迪安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诊断试剂 1,500,000.00 240,029.81

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15,000,000.00 12,097,032.00

小计 / 246,710,000.00 226,935,621.19

向关联人销售

原材料或商品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7,600,000.00 7,580,330.35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600,000,000.00 385,566,822.63

苏州莱士输血器材有限公司 输血器材 10,000,000.00 9,290,931.12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7,000,000.00 6,492,302.55

上海联华复星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

医药产品 20,000,000.00 18,820,665.10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诊断产品 13,000,000.00 8,459,884.60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产品 20,000,000.00 19,221,825.81

南京神州英诺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诊断产品 110,000.00 73,315.59

小计 / 677,710,000.00 455,506,077.75

房屋租赁及物

业管理

上海复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8,805,000.00 7,230,952.08

房屋出租 1,128,084.00 752,064.00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房屋承租

及物业管理

5,186,050.00 4,475,884.48

北京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203,000.00 994,439.62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224,604.00 56,151.00

锦州昊宇木制品加工有限责任公

司

房屋承租 1,909,446.00 1,909,446.00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3,300,000.00 2,662,000.00

房屋出租 80,000.00 71,777.78

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356,400.00 241,200.00

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等 4,070,485.00 2,319,479.00

小计 / 26,263,069.00 20,713,393.96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 100,000.00 50,893.00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 300,000.00 212,942.70

小计 / 400,000.00 263,835.70

接受关联人劳

务

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 技术服务 1,700,000.00 534,171.23

杭州迪安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500,000.00 0

小计 / 2,200,000.00 534,171.23

在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的贷款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贷款(日最高额) 300,000,000.00 25,000,000.00

在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的存款

存款(日最高额) 300,000,000.00 29,392,300.00

其他金融服务 服务手续费等 1,000,000.00 110,500.00

小计 / 601,000,000.00 54,502,800.00

合计 / 1,554,283,069.00 758,455,899.8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药房” ）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517号

法定代表人：范邦翰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除罂粟壳）、第二类

精神药品（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医疗器械（三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限护理液），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物理治

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

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

用百货，中药饮片（含直接服用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炙制、蒸制（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上海药房系《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

则》” ）定义下的关联方。

2、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221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魏玉林

注册资本：2,402,625,299股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控股，医药企业受托管理及资产重组，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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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药品类体外诊断

试剂、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Ⅲ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二类：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内贸易（除专项许可），物流配送及

相关的咨询服务，化妆品、文体用品的销售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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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3、苏州莱士输血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士输血” ）

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市同里镇

法定代表人：丁晓军

注册资本：115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三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大容量注射剂（血液保存液）的生产，销售本公司自产产

品。

关联关系：莱士输血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4、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涵春药业” ）

注册地址：西藏南路831弄2号

法定代表人：吴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3,700万元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精细

化工（除危险品），化学试剂，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百货，工艺品（除金银），III类：注射穿刺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II类：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针棉织品、服装、体育用品、化妆

品、工艺品、仪器仪表、贸易经纪与代理（除拍卖）、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童涵春药业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5、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涵春堂中药饮片” ）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旧校场路35号三楼302室

法定代表人：吴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万元

注册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童涵春堂中药饮片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6、上海童涵春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涵春制药” ）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1096号

法定代表人：吴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煎膏剂、中药提取车间（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童涵春制药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7、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象复星” ）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内大姐165号

法定代表人：阎嗣烈

注册资本：人民币12,741.84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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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品、冷饮；批发（非实物方式）

预包装食品、零售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零售卷烟；汤料分包装；中医科；普通货物运输。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及危

险化学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民用建材、百货、化妆品、鲜花、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饲料、

装饰材料、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器材）；收购农副产品；劳务服务；复印；摄影；钟表修理；验光配镜；打

字、彩扩；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金象复星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8、杭州迪安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安基因” ）

注册地址：西湖区申花路753号龙申综合发展中心F座1601室

法定代表人：陈海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零售医疗器械（具体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内容，有效期至2015年5月25日），体外诊断试剂（有效期至2014年3月2日）。一般经营项目:服务；医疗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零售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除专控），医疗器械租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

一切合法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关联关系：迪安基因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9、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同济堂” ）

注册地址：贵阳市小河区西南环线296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春

注册资本：人民币24,975.9458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胶囊剂、片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胶囊剂（含头孢类）、片剂（激素类）、颗粒

剂、散剂、糖浆剂、酊剂、口服溶液剂、煎膏剂、膏药、原料药（盐酸普鲁卡因等），生产销售双花凉茶；自有资

产的租赁、自有资产的处置（国家限制的除外）。

关联关系：贵州同济堂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10、上海联华复星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复星” ）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1226弄9号402室

法定代表人：潘育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零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药饮片；销售玻璃仪器、健身器械、

日用百货、化妆品、医疗器械（按许可证）；零售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含瓶装酒）；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附设分支机构。[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联华复星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11、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迪安” ）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3幢211-214室

法定代表人：陈海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9,198万元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医疗器械（具体经营范围详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年9月20日）；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1月13日）。一般经营项目：诊

断技术、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行业的投资；医疗器械（限国产一类）的制造、加工

（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企业咨询管理、培训服务，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

维护。（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关联关系：浙江迪安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12、南京神州英诺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英诺华” ）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宝山路7号

法定代表人：徐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三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

务。一般经营项目：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从事上述同类产品的进出

口业务（不含分销）及相关售后服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神州英诺华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13、上海复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物业” ）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 吴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13,626万元

注册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复星物业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14、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复地投资北京分公司” ）

营业场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科中路5-94�号

负责人：范伟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

关联关系：复地投资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15、北京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高地” ）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庙城十字街南320号

法定代表人：潘国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信息咨询，停车场服务。

关联关系：北京高地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16、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 ）

注册地址：上海市曹杨路500号206室

法定代表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人民币230,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生产和销售自产产品；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它们提供经营决策和管理咨询，财产管理

咨询，采购咨询和质量监控和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服务，产品技术研究和开发及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及员工

培训和管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复星集团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17、锦州昊宇木制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昊宇” ）

注册地址：锦州市太和区福州街10号

法定代表人：于鸿儒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木制品加工；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锦州昊宇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18、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投资” ）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乙2号5号楼

法定代表人：徐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30,642.1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国有资产经营、开发、投资、国有资产优化配置、收缴国有资产收

益、国有产权转让、租赁、商贸信息咨询、服务、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含出租写字楼）。

关联关系：华方投资系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19、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瑞物业” ）

注册地址：宝山区行知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周忠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产信息咨询服务；社会服务；建筑材料、五金、装潢材料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停车

场（库）经营（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复瑞物业系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20、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集团” ）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9楼

法定代表人：张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586.1237万元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及以上相关行业的咨询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复地集团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21、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迪安” ）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区光华东街6号创意产业园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海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学检验（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

业）/分子生物学/细胞病理学/组织病理学。

关联关系：南京迪安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22、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财务公司” ）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158号1602A、B、C室、1603A室

法定代表人：张厚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

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办理成员企业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吸收成员单

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解。[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复星财务公司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

士。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在预计的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订有关协议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系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请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为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本

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需要回避表决，董

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即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意。

本次关联交易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

决。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由于公司控股、参股的医药商业企业之间共享总代理、总经销品种，因而公司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发

生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购销业务；承租、出租房屋系用作公司及所投资企业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

交易必要且持续。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故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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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委托贷款额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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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 ）控股子/孙公

司（单位）

●委托贷款金额：2013年，复星医药及相关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新增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158,815.00万元（不包括已在履行中的委托贷款事项以及已获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但尚未履行的

委托贷款额度），其中： 2013年年内到期拟续展总额为人民币78,815.00万元、增量为人民币80,0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以具体协议约定为准。

●贷款利率：在年利率4.5%至7.04%之间、且不低于委托贷款提供方融资成本的范围内确定实际贷款利

率。

一、委托贷款概述

根据复星医药2013年经营计划以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

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2013年复星医药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新增

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8,815.00万元（不包括已在履行中的委托贷款事项以及已获公司股东大会或

董事会批准但尚未履行的委托贷款额度），其中：2013年年内到期拟续展总额为人民币78,815.00万元、增量

为人民币80,000万元；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年利率4.5%至7.04%之间、且不低于委托贷款提供方融

资成本的范围内确定实际贷款利率，委托贷款期限以协议约定为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或其授

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新增委托贷款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委托贷款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

有关法律文件。

2013年，复星医药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新增委托贷款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借款方 借款提供方 金额 期限 有无担保

1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

4,000.00 1年 无

2 复星医药 10,000.00 1年 无

3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10,000.00 1年 无

4

上海复星医疗系统有限

公司

复星医药 3,000.00 1年 无

5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复星医药

1,315.00 不超过3年 借款方其他小股东

以其所持借款方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

6 1，000.00 不超过2年

7 复星医药或控股子/孙公司 1,500.00 不超过1年 无

8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30,000.00 不超过3年

无

9 18，000.00 不超过3年

10

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复星医药 8,000.00 不超过3年

借款人以全部资产

提供抵押担保

11

上海复盛医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30,000.00 不超过3年 无

12 控股子/孙公司（单位）

复星医药或其他控股子/孙公

司（单位）

42,000.00 不超过3年 视不同情况而定

合计 / 158,815.00 /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规定，由于本次新增委托贷款

额度中包括向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提供委托贷款事项，而江苏万邦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

（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李显林先生及其妻弟杨炜先生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本公司或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全体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

致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委托贷款借款方基本情况

1、江苏万邦：

江苏万邦的注册地址为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江苏万邦的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剂、生物制品、原料药生产、销售，二类电化学式分析

仪器、注射穿刺器械、无针注射仪、三类胰岛素注射器、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低温携带包、诊断试纸销售，定

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江

苏万邦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904.2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11,332.80万元，占95.2%的股权；

李显林出资人民币154.7544万元，占1.30%的股权；吴以芳出资人民币113.0897万元，占0.95%的股权；吴世斌

出资人民币113.0897万元，占0.95%的股权；宗秀松出资人民币77.3772万元，占0.65%的股权；杨炜出资人民币

68.9966万元，占0.5796%的股权；李博出资人民币44.0924万元，占0.3704%的股权。

根据江苏万邦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江苏万邦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12,952.03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2,806.0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0,146.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万

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5,834.39万元）；2012年度，江苏万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7,741.62万元，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7,624.81万元。

2、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长征” ）：

复星长征注册地址为宝山区城银路830号；法定代表人为朱耀毅。复星长征的经营范围为研制、生产生

化试剂、免疫试剂、II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实验室试剂和装量玻璃瓶，销售自产产品；三类：临床检验分

析仪器（含医疗器械类体外诊断试剂）；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复星长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

685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12,685万元，占100%股权。

根据复星长征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星长征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0,581.81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5,902.8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4,678.91万元；2012年度，复星长征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16,985.4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138.3万元。

3、上海复星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疗系统” ）：

复星医疗系统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449弄9号2幢3楼302室；法定代表人为丁晓军。复星医

疗系统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各类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医疗器械销售（按许可证项目）；医疗器械生产（按许可证项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复星医疗系统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复星医药控股孙

公司，占51%的权益）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疗系统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星医疗系统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

058.54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329.4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729.11万元；2012年度，复星医疗系统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5,868.7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53.26万元。

4、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新海大道；法定代表人为吕林涛。安徽济民肿瘤医

院的经营范围为内科、外科、预防保健科、肿瘤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西医结合科。安徽济

民肿瘤医院的开办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上海医诚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

出资人民币700万元，占70%的股权；安徽济民医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占30%的股权。

根据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20,716.86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6,032.8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4,683.98万元；2012年度，安徽济

民肿瘤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400.0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80.54万元。

5、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25号350室，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复星医药

产业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按许可证经

营）；复星医药产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330.8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65,330.80万元，占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09,629.04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58,881.3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50,747.73万元；2012年度，复星医药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00.7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4,972.11万元。

6、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雅立峰” ）：

大连雅立峰的注册地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为汪诚。大连雅立峰的经营范

围为生物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生产；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生产；SARS

疫苗研究（涉及行政许可证的须凭许可证经营），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进口商品分销业务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大连雅立峰的注册资本为5,

200万人民币，其中：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资3,848万人民币，占74%股权；全资子公司复

星医药产业出资52万人民币，占1%股权；雅立峰生物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出资1,300万人民币，占25%股权。

根据大连雅立峰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大连雅立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61,

838.02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37,663.5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4,174.45万元；2012年度，大连雅立峰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4,656.9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908.28万元。

7、上海复盛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盛医药” ）

复盛医药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哈雷路866号201室，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复盛医药的

经营范围为药品、生物制品、保健品、诊断试剂、诊断医疗器械、实验设备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实业投资，医药投资，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复盛医药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10,000

万元，占100%股权。

根据复盛医药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盛医药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4,778.54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9,876.2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902.32万元；2012年度，复盛医药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6.36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新增委托贷款均系复星医药及相关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发生，因此，上述委托贷款对复星医药

合并报表无收益影响。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新增委托贷款均系复星医药及相关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发生，风险相对可控。

五、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医药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对外提供的委托贷款未发生逾期偿还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公司与控股子/孙公司以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委托贷款事项系公司业务开

展所需，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其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

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

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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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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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2013年，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药” ）及其控股子/孙公

司（单位）对外担保总额拟不超过人民币343,660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单位）、控股子/孙公

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提供担保)� ，预计如下：

（1）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98,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药业”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0

万元开立银行存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4,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拟为其控股子公司徐州万邦金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金桥” ）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凯林” ）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6,4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控股孙公司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工院” ）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

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康乐”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7）全资子公司上海齐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绅投资” ）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的（贷款、内保外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9）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达上海” ）不超过900万美

元的信用证开立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约343,660.00万

元，占2012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5.35%；且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的担

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8,342.80万元，

占2012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09%。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述担保中，除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作为本公司为

谦达上海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之外，其他未安排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2013年经营计划，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并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2013年复星医药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43,660万元 (包括本公司

为控股子/孙公司（单位）、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以协议约定为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年度担保总额范

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2013年，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1、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8,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复星医药产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98,000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复星医药产业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2、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开立银行存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复星药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6,000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复星药业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342.80万元。

3、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江苏万邦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000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江苏万邦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4、 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拟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金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万邦金桥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000万

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江苏万邦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5、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4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重庆凯林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400万

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重庆凯林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6、控股孙公司重庆医工院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康乐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重庆康乐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00万

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重庆康乐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

7、全资子公司齐绅投资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贷款、内保外贷）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8、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包括上述7、8项担保在内，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99,000万元，

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

9、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申请的不超过900万美元的信用证开立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为谦达上海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760万

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为谦达上海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按6.4计

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规定，由于本次对外担保总额中包括向江苏万邦提供担保事项，由于江苏万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复

星医药产业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李显林先生

及其妻弟杨炜先生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公司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因

公司现任董事均非本次交易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

九名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25号350室，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复星医药

产业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按许可证经

营）；复星医药产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330.8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65,330.80万元，占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09,629.04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58,881.3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50,747.7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为人民币0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7,409.02万元）；2012年度，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2,800.7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4,972.11万元。

2、复星药业：

复星药业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1255号8楼A室，法定代表人为沈朝维。复星药业的经营范

围为销售酒类、日用百货、消毒用品、针棉织品、健身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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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仪器、服装服饰、家居用品、五金交电、通信器材（除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鲜花、工艺品（除专项）、文具、宠物用品、宠物饲料，劳动防护用品、摄影（除冲印），票

务代理，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广告设计制作，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中

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限罂粟壳）、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

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限分支）：销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限分支）；批发非实物

方式预售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含酒类）（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复星药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655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投资出资人

民币6,455万元，占97%的股权；上海百众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占3%的股权。

根据复星药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星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9,262.10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8,939.6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0,322.4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万元、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7,990.35万元）；2012年度，复星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3,957.66万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777.95万元。

3、江苏万邦：

江苏万邦的注册地址为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江苏万邦的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剂、生物制品、原料药生产、销售，二类电化学式分析

仪器、注射穿刺器械、无针注射仪、三类胰岛素注射器、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低温携带包、诊断试纸销售，定

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江

苏万邦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904.2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11,332.80万元，占95.2%的股权；

李显林出资人民币154.7544万元，占1.30%的股权；吴以芳出资人民币113.0897万元，占0.95%的股权；吴世斌

出资人民币113.0897万元，占0.95%的股权；宗秀松出资人民币77.3772万元，占0.65%的股权；杨炜出资人民币

68.9966万元，占0.5796%的股权；李博出资人民币44.0924万元，占0.3704%的股权。

根据江苏万邦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江苏万邦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12,952.03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2,806.0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0,146.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万

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5,834.39万元）；2012年度，江苏万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7,741.62万元，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7,624.81万元。

4、万邦金桥：

万邦金桥的注册地址为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万邦金桥的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原料药(胰岛素、格列美脲、匹伐他汀钙)生产；销售自产产品。万邦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00万元，其中：江苏万邦出资人民币2,377.18�万元，占57.98%股权；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复星医药

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1,640�万元，占40%股权；徐州润嘉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82.82万元，占2.02%股

权。

根据万邦金桥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万邦金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0,174.72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8,058.6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16.0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万元、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057.33万元）；2012年度，万邦金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8,679.27万元，实现净利润

人民币2,663.26万元。

5、重庆凯林：

重庆凯林的注册地址为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龙路2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帆。重庆凯林的经营范围为许

可经营项目：生产原料药(有效期限至2015-12-21)；一般经营项目：中西药物的研究开发；本企业和成员企

业自产医药品、化工产品和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和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在许可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未取得许可或

超过许可核定范围和期限的不得经营）。重庆凯林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08.5667万元，其中：重庆药友出资

人民币1,608.5667万元，占100%的股权。

根据重庆凯林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重庆凯林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4,474.52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1,401.5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072.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万元、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576.23万元）；2012年度，重庆凯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525.51万元，实现净利润

人民币1,821.48万元。

6、重庆康乐：

重庆康乐的注册地址为重庆市长寿区化工园区化中大道4号，法定代表人为邓杰。重庆康乐的经营范围

为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原料药（磷酸氯喹、西洛他唑、磷酸哌喹、盐酸阿莫地喹、

硫酸羟氯喹）(有效期至2015年12月21日)；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和药品)，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

事经营)。重庆康乐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72.3418万元，其中：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工院出资人民币2,062.594

万元，占99.53%股权；范绍斌出资人民币8.756�万元，占0.42%股权；徐亮出资人民币0.991万元，占0.05%股权。

根据重庆康乐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重庆康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104.88万

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3,390.8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714.0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0万元、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042.70万元）；2012年度，重庆康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637.19万元，实现净利润

人民币176.56万元。

7、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

232,836.92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700,964.44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31,872.4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为人民币52,000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09,516.03万元）；2012年度，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20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1,178.26万元。

8、谦达上海：

谦达上海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美桂北路317号2A部位，法定代表人为李碧菁。谦达上海的

经营范围为保税区内以医疗器材及配件，医用消耗品、保健品、化妆品、机械设备、塑料制品、电子产品、电池

等为主的仓储（除危险品）、分拨业务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维修和售后服务；保税区内国际贸易，保税区

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保税区内商品展示；保税区内贸易咨询服务；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医疗器械、光

学、照相、计量、检验、精密仪器和设备以及相关产品的配件、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机电产品、家具、日用品、

保健品、化妆品及个人卫生用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以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谦达上海的注册资本为1,600万

美元，其中：Chindex� Asia� Holdings出资1,600万美元，占100%股权。

根据谦达上海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谦达上海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2,185.19�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6,296.4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888.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2,089.92�万元）；2012年度，谦达上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096.90�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414.91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年，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1、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8,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湾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3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3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宁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国际金融公司（IFC）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

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的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开立银行存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1）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向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银

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拟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金桥向中国银行徐州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

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4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1）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向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4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控股孙公司重庆医工院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康乐向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5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全资子公司齐绅投资拟为本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 （贷

款、内保外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9,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宁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

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以所持有的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268,371,

532股股份为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9、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湾支行申请的不超过900万美元的

信用证开立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将由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

公司100%股权质押作为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孙公司（单位）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故复星医药董事会同意

上述担保事项。

由于本公司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

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因公司现任董事均非本次交易之关联董

事，故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九名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

表决并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以及《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中，除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作为本公司为谦

达上海担保的反担保之外，其他未安排反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343,660万元，占

2012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5.35%；且均为公司与下属控股公司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单位）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8,342.80万元，

占2012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09%。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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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

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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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优化管理结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药” ）拟依法

定程序对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复星医药投资” )实施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

并完成后，复星医药投资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本次吸收合并还需提交复星医药股东大会审议。

一、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合并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投资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沽源路110弄15号404-9室；法定代表人为范邦翰。复星医药投资的

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对医药行业的投资，计算机网络及信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 服务(凡涉及许可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医药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8,96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68,

960万元，占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投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复星医药投资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9,

123.35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79,077.3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6万元；2012年度，复星医药投资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876.50万元。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本公司吸收合并复星医药投资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存继经营，复星医药投

资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合并基准日为2013年8月31日。

3、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4、合并完成后，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纳入本公司；其所

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应付款项、应依法缴纳的税款及其他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由本公司承继。

5、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6、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后，合并双方将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并依法定程序办

理复星医药投资独立法人资格注销等相关手续。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减。

7、完成所有资产交付、权属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吸收合并完成后，被合并方员工安置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9、吸收合并双方履行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三、吸收合并的目的及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优化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由于复星医药投资系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100%比例纳入复星医药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复星医药的整体业务

发展、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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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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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董事会建设，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成员拟由目前的9人

增至11人。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拟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作如下修订：

原第一百四十五条：“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外部董事(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

人数的二分之一(1/2)或以上，独立董事(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

三分之一(1/3)或以上，并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现拟修订为：“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外部董事(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

的二分之一(1/2)或以上，独立董事(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三分

之一(1/3)或以上，并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修订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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