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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7年度合并后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15,

802,593.36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1,023,739,113.51元。

公司拟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1,109,767,4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分配

股利55,488,371.60元。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现代制药 6004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冬松 刘多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北京西路1320号 上海市北京西路1320号

电话 021-52373839 021-52372865

电子信箱 xdzy_weidongsong@sinopharm.com xd_zhengquanban@sinopharm.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所处行业为

医药制造业（C27），产品范围涵盖抗感染药物、心脑血管药物、抗肿瘤药物、麻醉精神类药物、代谢及内分泌药物及大

健康产品等治疗领域，拥有化学原料药（包括麻醉精神类管制产品）、生化原料药、微生物发酵产品及片剂、胶囊剂、注

射剂、颗粒剂、混悬剂、栓剂和软膏剂等30多种剂型，几乎涵盖了《中国药典》所附所有常用剂型。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

拥有1921个药品批准文号，19个兽用疫苗批准文号；其中在产药品897个品规，动物疫苗18个品规；过亿元产品21个。核

心产品硝苯地平控释片、人尿生化产品、达力新系列产品、达力芬系列产品、阿奇霉素系列产品、注射用甘露聚糖肽、

青霉素和头孢菌素原料药及中间体等畅销海内外，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2）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仿创结合、以仿为主” 策略，持续聚焦“抗感染药

物、抗肿瘤药物、麻醉精神药物、心脑血管药物、代谢及内分泌药物”五大产品领域。通过整合内部研发资源，建立以母

公司为统筹中心的多层次研发体系，形成条块清晰、优势引领、专业分工、资源集中、产学研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技术

创新体系。

2）生产模式

公司始终秉承“质量至上”的原则，严格按照GMP要求开展生产活动，从预算管理、原料采购、人员配置到生产管

理、质量监控等全部生产过程实行EAS信息化管理，确保药品质量的安全有效，在生产管理方面，总部层面采取统筹协

调、目标管理，工工协同及制定质量管理体系，深挖内部融合，子公司落实具体的生产管理工作，从而实现生产资源集

约化、效益最大化。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分销+招商代理+学术推广”的销售模式，已建立起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销售网络。经销分

销方面主要同各大有资质的药品经销分销商（包括集团内部兄弟公司国药控股）合作，覆盖全国的药品配送渠道；招

商代理方面通过代理商实现对国内大部分医院和零售终端的覆盖；公司自建以产品为基础的营销团队，开展专业化

的学术推广。

（3）行业情况

医药制造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自于药品消费的刚性需求，行业周期性特

征不突出。但同时，医药行业是国家重点监管的行业之一，属于典型的政策驱动行业。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涉及药品研发、生产、流通、支付等方面的政策

陆续落地，促使医药制造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药品招标、医保控费等政策的深入实施，致使部分

药品价格持续下降，相关制药企业收入增速放缓，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用药政策的深入调整，减少辅助用药、限制抗

生素、限制门诊大输液等，对相关企业的经营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另一方面，2017年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年，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医药健康行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创新药优先评审、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政策的引导下，医药行业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1-12月，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2万亿元，同比

增长12.5%，实现利润总额3,314亿元，同比增长17.8%，增速进一步加快。

图3-2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速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从药品消费终端上看，由于继续受到招标限价、严格控制药占比及取消药品加成等政策的影响，三大药品终端市

场销售额增幅进一步走低，2017年我国药品市场总销售额为16,118亿元，同比增长7.6%，增幅达到近几年新低。药品销

售终端增长的乏力将直接影响医药工业企业的收入增长，上下游的背离将进一步加大。（数据来源：CFDA南方医药经

济研究所）

（4）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1,775.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66%，实现利润总额95,378.4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580.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5%，经营情况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报告期

内，微观政策层面的细分政策持续收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冲击，正处于重组整合初期的公司面临较大的

发展压力。2017年， 环保政策的进一步收紧及由此引发的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 导致公司原料药板块受到巨大影响，

2017年收入和利润双双走低，国药威奇达与威奇达中抗业绩承诺均未能完成；二胎政策实施效果低于预期及新竞争对

手的加入，使得天伟生物生化产品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未达预期。制剂产品方面，限抗、限辅、限门诊输液及营养性药品

等政策，对抗生素制剂、辅助用药的销量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药品招标竞价、二次议价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产

品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国药致君、国药一心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心脑血管药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盈利能力进

一步提升；受益于两票制对于普药销售的拉动作用，国药容生与现代哈森本年度有所放量。

面对政策压力和行业发展格局，公司上下继续坚持战略引领，攻坚克难，承压前行，全面推进重组后的各项整合、

融合、发展工作。其一，升级中长期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长期发展目标，即“成为创新驱动型的，国内领先、国际

知名的跨国制药企业” ，战略定位为“一体两翼，以化学制药工业为主体，以生物制药和大健康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

局” ，通过推进“工工协同、工商协同、研发协同、营销协同” ，聚焦“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麻醉精神类、代谢及内

分泌” 五大领域，全面推进战略构想的实现；其二，构建总部统一管控平台，压缩管理层级，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实现

“服务+管控”的定位，专业化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其三，积极推进营销协同和工工协同，营销方面采用领军企业

引领的发展模式，带动相同、类似治疗领域产品的销售。工工协同方面，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体系内部部

分原料药和制剂的产业链协同，突破上游资源的限制；其四，全力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品牌仿制药持续转型，报

告期内头孢呋辛酯片（达力新）成为第一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公司尚有64个重点产品正在推进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工作；其五，着力增强研发力度，2017年公司开展重大项目6项，其中抗肿瘤药物2项，麻醉精神类药物4项，开

展重点项目13项，涉及抗感染、抗肿瘤、麻醉精神类、内分泌等治疗领域。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生产批件2项、补充申请批

件29项、临床批件19项，获得专利授权24项；其六，着力精细管理、提质增效，公司的管理效能得到有效提升，为公司健

康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未来公司将继续紧跟市场趋势和政策变化，全力深入推进战略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发展活

力、通过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力、通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通过提质增效提升发展

水平，推动公司按照既定路线健康快速发展，践行作为央企化学药健康产业平台所应承担的经济与社会责任。

（5）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药集团旗下化学药工业发展的统一平台，产品聚焦“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麻醉精神类、代谢及内

分泌”五大领域，在中国药品市场最具用药规模和成长动力的治疗领域完成产品布局，并形成了原料药、化学制剂、生

化制品等医药工业的全产业链覆盖。在抗生素、心脑血管、麻精类药物等细分市场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

力。

公司多个产品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上海

市火炬计划项目，并多次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奖、上海市科技成果奖、上海市优秀新产品奖、上海市名牌产品和上海

市医药行业名优产品等，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公司年销售规模位列国内化学制药企业前列。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5,170,591,047.76 15,015,073,843.45 1.04 13,951,839,552.96 4,137,410,143.98

营业收入 8,517,753,726.31 9,125,774,773.35 -6.66 8,987,612,304.14 2,682,244,69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15,802,593.36 476,933,718.37 8.15 529,991,990.67 221,052,73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5,961,453.27 162,304,431.35 162.45 208,970,781.38 208,970,78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173,378,378.43 5,703,981,067.87 8.23 3,878,975,132.69 1,328,421,67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14,541,656.95 838,576,838.24 176.01 1,665,668,745.30 226,646,450.1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648 0.4298 8.15 1.1203 0.76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4648 0.4298 8.15 1.1203 0.7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78 9.38

减少0.60个百

分点

14.34 17.7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367,047,156.71 2,212,613,699.88 2,007,119,088.04 1,930,973,78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546,917.21 197,718,158.93 88,720,530.71 69,816,98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53,811,045.83 200,526,016.37 60,839,207.62 10,785,18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3,792.98 174,161,130.83 438,348,749.63 1,704,215,569.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9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41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119,756,311 239,512,622 21.5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202,789,110 202,789,110 18.27 202,789,110 无 0 国有法人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2,837,064 172,837,064 15.57 172,837,064 无 0 国有法人

韩雁林 85,274,446 85,274,446 7.68 85,274,44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462,474 33,462,474 3.02 33,462,474 无 0 国有法人

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574,698 28,574,698 2.57 28,574,69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广慈医学高科技公司 6,260,000 12,520,000 1.13 0 无 0 国有法人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1,916,548 12,191,008 1.10 0 无 0 未知

上海高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807,678 7,615,356 0.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徐志英 7,524,421 7,524,421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均隶属于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与长信基金－宁波银行－永诚财产保险－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同属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1,775.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66%；实现利润总额95,378.4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580.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5%。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要求，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修订会计准则并变更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修改财务报告列报：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将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将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中的

“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详见

公司于2017年12日12日发布的《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2、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号）相关规定，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营损益列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3、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

定，在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子公司，是指被本公

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本期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的变动详见附注八、2。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斌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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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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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20日在上海市北京西

路1320号1号楼一楼东侧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18年3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周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和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属关联

交易，5名关联方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刘存周先生、章建辉先生和杨逢奇先生对本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就该议案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

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公

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属关联交易，5名关联方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刘存周先生、章建辉先生和杨

逢奇先生对本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就该议案发

表了书面审核意见。（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

议>主要内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2018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

请2018年度综合授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也就该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表示认可。（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继续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

立董事也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表示认可。（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继续为全

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对外捐赠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可，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也就该议案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回报社会，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2018年度公司预计通过直接向受益人、其他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所属部门）、红十字会等途径对外捐赠共计650.97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对外捐赠支出项目

捐赠财产类别

捐赠项目占总捐赠额比

重（%）

现金 实物 小计

1 灾区捐赠 10.00 65.00 75.00 11.52

2 向定点扶贫地区捐赠 117.00 20.00 137.00 21.05

3 向教育事业捐赠（助学） 8.60 8.60 1.32

4 向医疗卫生事业捐赠 150.00 150.00 23.04

5 向其他公益救济和公共福利事业捐赠 12.90 267.47 280.37 43.07

合 计 148.50 502.47 650.97 1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详见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7年年报全文及

摘要详见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也就

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表示认可。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7年度合并后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15,

802,593.36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1,023,739,113.51元。

公司拟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1,109,767,4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分配

股利55,488,371.60元。

（2）董事会对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制造业。近年来随着医疗体系改革不断纵深推进，行业政策持续调整，环保政策持续升级，

公司的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冲击，重组整合任务繁重，市场竞争压力加剧。

针对外部不利因素影响，公司持续通过调整战略发展规划，加速产品结构调整，发挥产品资源和品牌优势，拓展

营销渠道和领域，确保了全年经营业绩实现稳健发展。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内加速推进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加强生产线工艺技术升级改造、全面推进营销体系改革、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及品牌知名

度，因此未来对运营的资金需求较大。

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1,052,732.57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683,020,197.55元，公

司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14,386,670.10元。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476,933,718.37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1,017,962,149.56元，公司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红利2.60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144,359,660.64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十股转增10股。

结合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为214,234,702.34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比例已达到52.95%。

（3）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生产线技改投入、加大环保投入、全面推进营销体系改革

和日常流动资金周转，以上投入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业绩提升，为股东创造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独立董事对现金分红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2018年公司将集中资金调整产业布局，加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投入、生产线技改投入和环保投入，全面推进营销

体系改革、拓展品牌知名度以及日常流动资金周转等，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较大，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将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和业绩提升，将有利于形成对股东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我们认为公司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

考虑了公司的盈利状况、现金流量状态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继续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报告》，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无偿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部分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据股份的回购注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股份的回购注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也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示认可。（详见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详见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详见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可。（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增补董事杨逢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2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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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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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该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较

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20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现代制药”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

生、刘存周先生、章建辉先生和杨逢奇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还需提交现

代制药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即原“中国医药集团总公

司” ，以下简称“国药集团”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需回

避表决。

对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表示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真地审议了《关于公司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此议案投赞成票并认为：

1、公司为医药制造企业，不可避免需与国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产生销售和采购、服务提供和接受、房屋租赁等与

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刘存周先生、章建辉先生和杨逢奇先生回避

了表决，公司的审议、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对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

东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充分借助关联方研发平台、集中配送及零售平台和其他相关优势资源的

前提下发生的，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该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是以市场价格为导

向，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7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

2017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作出预计，该议案后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

发生情况报告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17年预计发生金额 2017年实际发生金额

1 购买商品

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257.49

25.9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

采购商品 614.27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80.67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060.36

北京华邈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71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0.89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采购商品 180.00

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37.31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56.00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22.65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512.72

合计 35,257.49 13,895.55

2 销售产品

北京富盛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2,006.50

8.44

佛山盈天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19.61

国药集团承德药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2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

销售商品 51,550.83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2.79

黑龙江国药药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51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4.78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72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18

四川康达欣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71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95.28

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496.86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2.72

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0.68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12.24

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3.33

合计 122,006.50 68,387.95

3 接受劳务

《中国新药杂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861.45

4.72

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98.73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

接受劳务 139.87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2.57

上海数图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0.80

上海益鑫商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19

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800.89

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5.00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接受劳务 515.14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75

上海瀛科隆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32

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8.69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21.25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4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3.18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60

合计 8,861.45 2,383.64

4 提供劳务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分装泰勒宁 1,100.00 0

合计 1,100.00 0

5 房屋租赁

国药器械青海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3,529.55

9.42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

房屋出租 10.63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

房屋承租 130.48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58.66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房屋承租 1,144.66

合计 3,529.55 1,353.85

6

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

款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贷款利息 2,708.09 2,729.83

合计 2,708.09 2,729.83

以上2017年度购买商品、销售产品、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达到了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主要原因系：①受行业政策及环保趋严影响，公司2017年度日常经营活动低于预期；②公司主

动提升公司治理的规范水平。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金额和类别

根据2017年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综合考虑公司母体及各子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现状，现对2018年日常关联交

易作出如下预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2018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1 购买商品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13,895.55 10,048.71

合 计 13,895.55 10,048.71

2 销售产品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68,387.95 140,986.19

合 计 68,387.95 140,986.19

3 接受劳务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383.64 10,445.59

合 计 2,383.64 10,445.59

4 房屋租赁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1,353.85 3,560.98

合 计 1,353.85 3,560.98

5 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款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708.09 6,576.84

合计 2,729.83 6,576.8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富盛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四号

法定代表人：孙晓东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7月21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机动车公

共停车场服务；保洁服务；会议服务；销售五金交电、日用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北京华邈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黄鹤

注册资本：5,594.06�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制造中药饮片（含毒性饮片）；加工、销售固体饮料；销售保健食品；分装食用菌制品（干制食用菌）、代

用茶、干制水产品；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中药饮片（含毒性饮片）；中药、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培训、技术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的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3、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

法定代表人：梁红军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三）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仅限固定收益类有价证

券投资）；（五）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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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八）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九）从事同业拆借；（十）固定收益类有价

证券投资；（十一）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2016年12月06日）。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4、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佛平路89号

法定代表人：杨雄辉

注册资本：646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中成药及西成药，包括片剂、硬胶囊剂、丸剂、颗粒剂、喷雾剂、橡胶膏剂、茶剂和搽

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等（以上项目凭许可证生产经营，国家限制的产品除外），预包装食品（非酒精饮料）的批发、零

售（零售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5、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仓市富豪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18,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普通原料药、头孢菌素类原料药及制剂（均按《药品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同

时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医药辅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的批发和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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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关联关系：集团联营企业

6、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高新区创新路1616号

法定代表人：邹勇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制造、经销；经营本所及直属企业科研开发和生产产品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三来一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链运输（冷藏保鲜设备）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7、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221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李智明

注册资本：276,709.5089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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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股东、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8、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哈雷路1111号

法定代表人：侯惠民

注册资本：3,2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西药物制剂，保健药物制剂、药物辅料应用技术上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制剂设备的设

计、分析，药用原辅料、包转材料的测试技术研究，制剂设备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9、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注册地址：上海北京西路1320号

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注册资本：53,692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生物制品、抗生素、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术、新

材料、制药设备、药理、毒理、实验动物、诊断试剂、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研究、开发、试制、检验检测及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10、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竹东路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万乐药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袁庆

注册资本：1,954.455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开发、研究、生产经营原料药、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类），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类），片剂、胶囊剂

（均含抗肿瘤类），进口药品分外包装（片剂），辅料（聚乙二醇单甲醚-聚乳酸嵌段共聚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

关联关系：集团联营企业

11、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

法定代表人：李粲

注册资本：220,000.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Ⅲ、Ⅱ类：眼科手术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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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

接触镜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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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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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器除外），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

及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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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器材；Ⅱ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中医器械，医用化验和基础

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软件（有效期至2019-01-08日）；承包

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中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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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有

效期至2019-12-02日）；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4月12日）；经营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

证有效期至2019年04月29日）；进出口业务；机械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矿产品（不含煤炭及石油制

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百货、化妆品的销售；承担我国对外经济援助中的医疗卫生项目（包括提供所需设备、材

料）；与主营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医疗、医药咨询；机械电子产品（不含小汽车）的销售。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2、中国医药对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101号15楼1502室

法定代表人：严兵

注册资本：30万美元

公司类型：境外企业

经营范围：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3、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

法定代表人：梁红军

注册资本：95,561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药行业的投资及资产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药品包装材料的组织生产和销售；医药工业生产

所需仪器、设备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销售医疗用品；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2月05日）；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具体经营品种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2020年7月19日）；销售化工产品。

关联关系：股东、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4、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

法定代表人：张奇

注册资本：5,975.068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轻纺行业（食品发酵烟草工程）乙级、市政行业

（给水工程、环境卫生工程、排水工程）乙级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工程咨询、工程监理等技术与管理服

务；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按所持有效资质证书核定的类别及等级从事经营）。金属材料（钢材）、建筑材料、工程

总承包资质范围内的设备材料采购与销售。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须前置许可或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5、中国中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号依斯特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吴宪

注册资本：147,688.53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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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中药材、毒性中药饮片（有效期至2019年11月17日）；《中国现代中药》杂志的出版

（限下属《中国现代中药》编辑部经营，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运；经

营保健食品；进出口业务；卫生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的销售；与以上项

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中国现代中药》杂志发布广告；技术检测。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6、《中国新药杂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八层803室

法定代表人：王浩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出版、发行《中国新药杂志》；利用自有《中国新药杂志》发布广告；会议服务。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7、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杨

注册资本：40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销售III类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准）；出版《现代仪器与医疗》（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

日，限分支机构《现代仪器与医疗》编辑部经营）；销售其他危险化学品：乙醇、苯酚、正磷酸、三氯乙酸、氢氧化钠、异

丙醇、丙烯酰胺、过硫酸铵、氯化铜、N-正丁基咪唑、甲醇、N,N,N',N'-四甲基乙二胺、N,N-二甲基甲酰胺、重铬酸钾、

1-丙醇、高碘酸钠、硫脲、乙腈、甲醛溶液、含丙酮的制品、如：乙酸[含量＞80％]，亚硫酸、正丁酸、正丁醇、樟脑油、异戊

酰氯、异戊胺、异氰酸十八酯、异己烯、异丁酸甲酯、乙酰氯、正庚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1月25

日）；销售II类医疗器械（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为准）；进出口业务；非药品类试剂的销售；从事对外咨询服

务、展览、技术交流、技术维修及技术服务业务；利用自有《现代仪器与医疗》杂志发布广告承办广告；物业管理；国际

招标业务；招标代理业务；政府采购代理业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新能源发电系统及附属设备的销售；汽车销售；食品添加剂；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8、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1-3号平安国际金融中心B座15层

法定代表人：杨柳

注册资本：36.2318�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主办、承办全国药品、原料药、医疗器械、生化试剂、分析仪器、玻璃仪器、实验室装备、制药设备、包装材

料、中药材、保健品及医药行业技术和服务的博览会、展览、会议、学术研讨会（包括对外展览、交易会及会议）；出国

（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货物进出口。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9、上海数图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111号2号楼二层207室

法定代表人：郭文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医药、计算机、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展会

务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化妆品，化工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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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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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0、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199号106室

法定代表人：马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医疗科技、食品科技、农业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翻译服务，质检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1、上海益鑫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111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何雯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潢，水电安装维修，房屋租赁，代办会务。销售办公用品，工艺品，汽车配件，停车场管

理。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2、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

法定代表人：佘鲁林

注册资本：2,000,000.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药（药品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20年05月12日）；医药企业受托管理、资产重组；医药实业投资项目的咨询服务；举办医疗器械的展览展销；提

供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

23、佛山盈天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2号内4号楼六层自编633、634、635房

法定代表人：周跃

注册资本：26,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持有效审批证件从事药品批发零售、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经营、食品流通；批发：消毒用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剧毒品）、化妆品、日用品、保健用具；会议展览服务，商品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4、黑龙江国药药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186号

法定代表人：赵东吉

注册资本：1,6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罂粟壳（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2

月9日）。II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不含体外诊断试剂）、6864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III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不含体外诊断试剂）、6864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经销：化妆品、日用品，收购农副产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5、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青兰二路2号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综合生产厂房101-104

法定代表人：袁庆

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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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批发、生物制品（除疫苗）；三类：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

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手术室、急救室、诊疗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

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工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使用输液（血）器（针）类除外）。

关联关系：集团联营企业

26、四川康达欣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清波村一社2号三栋1楼

法定代表人：芶城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药品经营、医疗

器械经营、商务服务业、销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包装容器、五金交电、日用品、实验分析仪器、道路运输。

关联关系：集团联营企业

27、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哈雷路1111号1幢4层

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注册资本：105,961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生物制品、抗生素、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术、新

材料、制药设备、药理、毒理、试验动物、诊断试剂、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研究、技术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

28、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15号一致药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兆雄

注册资本：42,812.6983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药用包装材料及医药工业产品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救护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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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含疫苗和体外诊断试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批发性企业）、医疗用

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保健食品经营；经营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关联关系：股东、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9、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1599号

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注册资本：38671.7014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生物制品、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术、新材料、制

药设备、药理分析技术、毒理分析技术、食品、化妆品的研究，并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30、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8号

法定代表人：谢有强

注册资本：7,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药、建筑、化工工程咨询甲级，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环境污染治理甲

级，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系统工程）专业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乙级，A1级高压容器、A2级第三类低、中压

容器的设计，压力管道设计（按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核定期限及范围从事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工程设计资质：

电力行业（变电工程）专业丙级；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乙级；安全评价资质：乙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以上范围按相关资质核

定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建筑工程监理资质：丙级；销售：建筑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及

配件、消防设备及器材、五金、电线电缆、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照明器材、橡塑制品、管道、阀门、玻璃制品、仪器仪表。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31、国药器械青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生物园区经二路28号603室

法定代表人：罗仕祺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疗仪器设备、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软件,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学试剂（以上项目化学危险品除

外）、实验室仪器和耗材、科学器材、制冷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和外部设备、办公设备及用品、机械电子产品、五金交电、

汽车及配件、日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体用品、建材及装饰材料的销售；净化工程；技术服务；医疗设备

维修；健康管理；医疗器械租赁；产品推广；计算机及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及咨询，市场开发及调研，会务会展，普通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场地租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国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根据相关技术转让合同本期

应支付金额、向关联人采购商品、销售产品、为关联人提供劳务和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向关联人租入租出资产及

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款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并以市场化原则确定，

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事药品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由于医药产品种

类繁多，生产经营具有连续性特点，且国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医药商业、药品及中间体的生产、研发等各

个领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采购商品、销售产品、受让技术合同、租入租出资产及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款等关联交易行

为，均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并在日后的生产经营中还会持续进行。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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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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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公司拟变更与国药财务之前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核心条款，将原协议中“在协议有效期内，国药

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吸收的存款，每日余额（含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国药财务的任何贷款类业务所得款项）不超

过人民币6亿元” ，变更为“在协议有效期内，国药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吸收的存款，每日余额（含应计利息，但不包括

来自国药财务的任何贷款类业务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同时，公司拟增加在国药财务的综合授信额度，由

原协议约定的“国药财务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变更为“国药财务向公司提供最高

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在国药财务累计存款余额为3.0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4.89%，累计贷款余额为3.9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32%。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3月14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财

务” ）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协议内容，

国药财务将为公司提供存款、贷款、担保、结算、保险代理等多种金融服务。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1月下发的 《关于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的指导意见》（国资发

财管[2017]187号）“中央企业充分利用财务公司、资金结算中心等平台，扩大资金集中范围，力争用三年时间将资金

集中度提升至80%以上，多数企业达到90%以上” 要求，公司拟增加在国药财务的日均存款额度，由原协议约定的“每

日余额（含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国药财务的任何贷款类业务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变更为“每日余额

（含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国药财务的任何贷款类业务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同时，公司拟增加在国药

财务的综合授信额度，由原协议约定的“国药财务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变更为“国

药财务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规定，国药财务与公司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本次拟变更协

议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在国药财务累计存款余额为3.0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4.89%，累计贷款余额为3.9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32%。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红军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三）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仅限固定收益类有价证

券投资）；（五）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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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八）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九）从事同业拆借；（十）固定收益类有价

证券投资；（十一）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2016年12月0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三、《金融服务协议》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拟变更公司与国药财务于2017年3月14日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以下主要条款：

原条款内容：

（四）交易限额

在协议有效期内，国药财务向公司吸收的存款，每日余额（含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国药财务的任何贷款类业

务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在协议有效期内，国药财务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拟变更为：

（四）交易限额

在协议有效期内，国药财务向公司吸收的存款，每日余额（含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国药财务的任何贷款类业

务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在协议有效期内，国药财务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变更与国药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是公司响应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将有利于公司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促进公司及下属企业健康平稳发展。本

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变更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

刘存周先生、章建辉先生和杨逢奇先生回避了表决。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将提交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依据国务院国资委有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将有利于公司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债务结构，

降低财务风险，促进公司及下属企业健康平稳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刘存周先生、章建辉先生和杨逢奇先生回

避了表决，相关审议、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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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2018年度综合授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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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0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申请2018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发展计划，为满足公司2018年日常生产经营及相关项目建设、投资等的资金需求，结合公司资金现状，公

司2018年度拟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18.0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不包含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授信额

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金额为准。本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实际资金需求确

定。

本次授信额度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授信银行 授信规模 授信性质 授信期限

1 建设银行 20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2 兴业银行 70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3 招商银行 14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4 进出口银行 15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5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5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6 民生银行 405,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7 渤海银行 2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8 工商银行 84,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9 华夏银行 25,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10 江苏银行 1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11 农业银行 25,500.00 综合授信 1-2年

12 浦发银行 100,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13 中国银行 35,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14 中信银行 36,000.00 综合授信 1-2年

合 计 2,180,500.00 / /

以上授信为年度整体授信，使用时根据实际贷款额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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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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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B13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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