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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包括批

准本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个月之三季度业绩。

1.3� �公司负责人周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左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波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业绩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经济环境日趋严峻，医药行业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司在积极投身抗

疫活动的同时，更是依托丰富的品种及渠道资源，逆流而上，截至三季度公司经营业绩已基本恢复到正常水

平。2020年，上海医药更是首次荣登“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 ，成为榜单中仅有的两家中国药企之一。现

就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报告如下：

2020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3.23亿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医药工业实

现收入173.70亿元，同比下降1.77%；医药商业实现收入1,229.53亿元，同比增长0.01%。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02亿元，同比增长5.97%；其中医药工业主营业务贡献利润16.32亿元，同比增长5.99%；

医药商业主营业务贡献利润17.49亿元，同比增长14.99%；参股企业贡献利润7.85亿元，同比下降2.36%，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2.78亿元，同比增长6.77%，还原研发费用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9.00%。

三季度，随着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公司总体业务逐步恢复。2020年7-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1.57亿

元，同比增长10.65%，环比增长13.79%；其中医药工业实现收入56.95亿元，同比下降0.78%，环比下降5.46%；

医药商业实现收入474.62亿元，同比增长12.20%，环比增长16.64%。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亿元，同比增长4.18%；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78亿，同比增长10.53%；

还原研发费用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8.11%。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14.08%，较上年同期上升0.38个百分点，其中医药工业上升1.19个百分点，医

药分销上升0.6个百分点。公司扣除管理、销售及研发费用后的营业利润率4.20%，较上年同期上升0.41个百

分点。

公司继续保持良好的运营质量。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51.98亿元。

前三季度经营工作亮点

医药工业

1-9月，医药工业销售收入173.7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7%，毛利率58.73%，较上年同期上升1.19个百

分点；60个重点品种销售收入98.05亿元， 同比下降3.38%， 平均毛利率71.14%。7-9月， 医药工业销售收入

56.9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78%；60个重点品种销售收入32.58亿元，同比下降4.12%。

● 产品与规划

公司积极围绕新形势、新起点、新发展的要求，针对自身业务结构和产品特点，进一步优化明晰了创新

药、仿制药、中药三大板块的发展路径，并正式成立罕见病药品事业部，集中力量加强罕见病药品市场拓展。

1.�优化内部资源结构

?�公司新设“产品战略部”（一级职能部门），对集团工业产品进行研发、生产、营销全周期管理，进一

步提升产品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效率。

?�为进一步优化集团工业营销中心，集团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工业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以

实现营销中心实体化运作，增强营销中心经营权责，推进战略聚焦，提升销售能力。

?�公司将罕见病药品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成立“罕见病药品事业部” 作为专业专注和集约化发展平台，

有效整合现有罕见病药品批文资源（15个品种，涉及18个罕见病病症，在开发产品十余项），全面统筹该领

域的研产销工作。

2.�积极布局高端制剂领域

?�公司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九洲药业” ）于三季度新设合资公司，意在强强联手，共同开

展高端制剂的开发创新工作并作为上市许可人进行高端制剂的生产和销售，拉动公司高端产能利用率及工

业销售业绩；同时，通过与上游原料药优质供应商的深度战略合作，保障公司在产及在研制剂产品的原料药

供应，提高公司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及药品二次开发方面的市场竞争力，加速产品的国际化认证及国际化

市场开拓，推动国际化战略进程。

?�公司与上海市宝山区正式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入驻“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正式启动“上药宝山

医药超级工厂项目” ，拟整合沪内高端化药制剂产品，建成多剂型、多品种、高收益的产业园区，项目预计年

内正式落地。

?�为打造国内领先的高端制剂研发平台，报告期内公司下属上海惠永药物研究有限公司已启动A轮融

资，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

3.�重大原料药制剂一体化项目进展

上药金山绿色制药精品基地（一期）、上海医药辽宁绿色原料药基地（一期）及上药信谊平原医药产业

园等原料药项目目前都在建设当中，预计在未来将有效保障公司原料药需求，积极促成原料制剂一体化，提

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践行药企抗疫责任

报告期内，上海医药践行药企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众志成城抗疫情，风雨同舟克时艰，及时有序复

工复产。公司所属生产企业对抗疫相关临床用药品种汇总统计，并结合国家工信部防疫重点监控品种和新

型肺炎诊疗方案，建立了涵盖抗病毒、抗菌类、解热镇痛药、化痰药、免疫调节、预防药品、中成药等十大类药

品的上药防疫药品目录，开展动态监测，提前做好各项预案，全力以赴保证抗疫药品供应。

● 研发与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共计11.78亿元，占工业销售收入的6.78%，其中

研发费用投入10.40亿元，同比增长20.97%，占工业销售收入的5.99%。报告期内，公司内部进一步完善了研发

激励体制，对公司核心研发人员形成了有效的中长期激励，以求稳定及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加速推进在研

项目，为公司未来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公司创新药管线取得较多阶段性进展。

?�“SPH3127”用于治疗原发性轻、中度高血压的有效性和安全性Ⅱ期临床试验已基本完成并于今年9

月召开了Ⅱ期临床总结会；“SPH3127”Ⅲ期临床方案已获CDE批准，并已于近期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急性脑卒中新药“注射用LT3001”获得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正在开展Ⅰ期临床

试验。

?� 2020年8月引进的新一代重组疱疹溶瘤病毒T3011目前已开展Ⅰ期临床试验。

?�抗肿瘤小分子新药“SPH4336片”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通知书》，正在开展Ⅰ期临床试验。

?�抗肿瘤新药ErbB2抑制剂“SPH3261胶囊”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

?� 2020年7月，抗肿瘤新药c-Met选择性抑制剂“SPH3348” Ⅰ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入组，羟基雷公藤

内酯醇片“雷腾舒” 抗类风湿关节炎适应症Ⅱ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

上述创新药管线产品均为1类新药。另外，报告期内瑞舒伐他汀钙片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药品注册

证书》。

今年以来，公司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报告期内共计9个品种（10个品规）通过

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包括：右佐匹克隆片、盐酸二甲双胍片、盐酸氨溴索胶囊、卡托普利片、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氯氮平片、盐酸克林霉素胶囊、替米沙坦片及左炔诺孕酮片。截至目前，获批品种已达15个（19个品

规），位居行业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临床机构等的战略合作。

?�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签署了共建“上海医药–交大医学院创新成果” 孵化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进前沿创新项目的研发提速和产业化落地。

?�与中科院分子细胞卓越中心签署了共建“中科院分子细胞卓越中心–上海医药” 创新成果孵化平台

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支持促进分子细胞卓越中心原创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创新技术的孵化、转化。

?�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分别签署了《CAR-T临

床研究技术成果转让》和《CAR-T联合靶向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研究合作》协议，旨在构建

高效对接临床研究和产品研发的院企合作新机制，推动生物医药技术新发展。

此外，公司还计划作为领投方参与成都威斯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A轮融资，意在通过扶持新冠疫苗研

发企业的契机切入疫苗产业领域，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医药商业

1-9月，公司医药分销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227.90亿元，同比上升0.49%，毛利率7.00%；医药零售业务实

现销售收入59.66亿元，同比上升0.98%，毛利率13.61%。7-9月，公司医药分销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73.39亿元，

同比增长12.73%；医药零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1.98亿元，同比增长6.12%。疫情当下，互联网医疗、疫苗产业

也迎来新的机遇。公司在全力以赴抗疫保供的基础上，积极保持现有商业业务的稳定发展，努力挖掘新常态

下潜藏的新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快在进口准入、仓储物流等方面的发展。在进口药品方面，公司前三季度成功引

入12个进口总代品种，其中三季度新引进的品种包括：一举拿下百济神州从安进公司战略引进的安加维（地

舒单抗注射液）、凯洛斯（注射用卡非佐米）及倍利妥（注射用倍林妥莫双抗）三个重磅产品，预计均将于

2021年在中国上市；辉瑞的舒坦明，作为唯一一个适用于年龄低至3个月的轻中度AD儿童患者的无类固醇

局部处方药，预计将于明年年初在中国上市。

在进口疫苗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疫苗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9.72亿元，同比增长62.58%。公司代理的葛兰素

史克（GSK）重磅品种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欣安立适）于7月2日正式开针，第三季度已实现销售约5.5亿元。

上海医药作为上海市唯一的专业医用应急物资储备平台，不断积极拓展疫苗物资及物流储备的各项综

合实力。报告期内，公司与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及渠道，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疫苗产品存储、配送以及供应链服务合作，为疫苗产品的可及性提供重要保障；随后，双方

于今年9月达成了委托生产合作意向并签署了委托生产《合作意向书》，为尽快落实双方委托生产合作，上

海医药制造管理中心已开始筹划新冠疫苗生产场地的建设工作。

2020年10月，上海医药保障基地“绥德路二期项目” 启动仪式在上海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绥德库区

举行，这标志着公司在建设引领性医药物流保障工作中又迈向了一个新的起点。绥德路二期项目将以物资

应急保障作为核心功能，满足上海作为超特大城市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的需求，建成后占地约5.1万平方米，

规划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通过配置一系列自动化、智能化物流设备，有效提升运作效率。

集团旗下“互联网+” 医药商业科技平台上药云健康在疫情之下，依托自身“互联网医院+药品供应链

服务延伸项目” 的优势，不断加速医院诊疗线上化。目前上药云健康已对接（包括正在对接中）65家互联网

医院，并与其中多家达成了独家配送委托关系。上药云健康B轮融资目前正在推进当中，拟引入优势产业资

源及发展资金，加速整合行业相关新零售资产及升级医药商业科技平台，助推公司成为未来行业头部企业。

上药云健康还参股了国内首个全周期医疗创新支付平台镁信健康，其围绕旗下“药康付” 及“药益保”

平台，已先后开展了高值药品金融分期业务、疗效保险等多个创新支付及药品保险项目。今年3月，镁信健康

获得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寿险” ）3,000万元的A+轮战略性融资，并与中再寿险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目前，镁信健康B轮融资正在顺利推进当中，预计将于年内完成。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8,899,030,306.36 137,026,395,859.72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363,938,799.42 41,659,054,746.92 6.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97,894,137.82 2,932,438,203.93 77.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0,322,522,230.45 140,616,997,042.43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01,996,155.56 3,398,976,800.73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78,119,002.20 3,070,191,607.72 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34 8.47

减少

0.1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27 1.20 5.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27 1.20 5.9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4,862.41 49,752,063.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1,576,968.94 231,673,181.0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028,242.79 119,079,785.0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 19,034,482.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304,714.30 -2,327,460.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455,014.71 -27,181,972.52

所得税影响额

1,545,853.47 -66,152,925.64

合计

81,415,627.20 323,877,153.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8,4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1

813,418,724 28.620 0

未知 外资

上药集团

716,516,039 25.211 0

无 国有法人

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

属子公司及上海上实

303,470,198 10.678 0

未知

国有法人及外

资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85,333,703 3.002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

56,040,494 1.972 0

未知 外资

国盛集团及国盛资产

3

43,100,900 1.517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4,891,300 0.876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24,251,106 0.853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

－

农 业银

行

－

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1,964,367 0.421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

－

农 业银

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9,986,887 0.351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813,418,724

境外上市外资股

813,418,724

上药集团

716,516,039

人民币普通股

716,516,039

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及上海上实

303,470,198

人民币普通股

222,301,7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81,168,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5,333,703

人民币普通股

85,333,70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040,494

人民币普通股

56,040,494

国盛集团及国盛资产

43,1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85,8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3,515,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89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91,3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4,251,106

人民币普通股

24,251,106

银华基金

－

农业银行

－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1,964,367

人民币普通股

11,964,367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9,986,887

人民币普通股

9,986,8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实集团为上海上实实际控制人，上海上实为上药集团控股股东。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为上

海市国资委的全资附属公司，上海盛睿投资有限公司及国盛资产为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附属公司。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

注：

1� 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为代客户持有，上

表中其持股数剔除了上实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子公司持有的81,168,400股H股以及国盛集团及国盛资产通过

港股通持有的23,515,100股H股。因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客户申报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

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3�报告期内，国盛集团及国盛资产将其持有的500万A股转换为H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0 - /

本报告期内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155,650.93 3,027,011.42 -94.86%

本报告期内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下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7,289,867.31 23,257,721.60 -68.66%

本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

收款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6,637,373,562.87 4,853,779,059.53 36.75%

本报告期内对联合营企业的投资

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931,529.71 194,183,980.82 -79.44%

本报告期内处置部分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25,084,190.89 3,267,487,855.84 -65.57%

本报告期内预付投资款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5,484,915.44 1,724,460.87 218.07%

本报告期内持有的金融负债公允

价值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5,048,061,643.83 - /

本报告期内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预计负债

20,505,569.23 70,923,169.00 -71.09%

本报告期内预计诉讼支出减少

递延收益

1,966,879,958.46 1,278,726,271.79 53.82%

本报告期内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增

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305,717,649.79 89,745,025.17 240.65%

本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756,227.79 11,924,759.05 /

本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92,070,020.23 164,852,301.23 -44.15%

本报告期内获得的拆迁补偿收入

减少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97,894,137.82 2,932,438,203.93 77.26%

本报告期货款回笼量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84,783,107.79 -1,759,728,458.74 49.72%

本报告期收购子公司带入的现金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1,547,242.27 -3,437,554,204.64 /

本报告期内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增

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军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0-060

债券代码：155006� � � �债券简称：18�上药 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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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0年10月29日在上海市太仓路200号上海医药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15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0名，实到董事10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召开法定人数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由周军董事长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 《关于拟参与设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告临

2020-063号）

关联/连董事周军先生、葛大维先生以及左敏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与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告临2020-061号）

关联/连董事周军先生、葛大维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续签〈销售及分销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告临2020-062号）

关联/连董事沈波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0-062

债券代码：155006� � � � �债券简称：18药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

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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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概述：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附属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与上海

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张江” ）续签《销售及分销协议》，由本公司受复旦张江

委托为其提供医药销售服务。该协议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系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商业安排，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订立，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

则，属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10月29日， 经上海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公司与复旦张江在上海签署了《销售及分销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由本公司为复旦张江提供医药

销售服务。协议约定，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的三个财政年度，每年的销售金额将分别不超

过人民币（下同）1.44亿元、1.82亿元及2.28亿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与复旦张江之间发生的实际历史销售金额如下：

期间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前三季度

销售金额（元）

33,402,451 61,491,983 55,613,944

本公司与复旦张江根据过往历史交易数据， 结合未来发展需求制定了未来三年的双方销售预计额，实

属日常经营所需。

因本公司执行董事沈波先生目前在复旦张江担任董事职务，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13条的规定，本公司与复旦张江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受托销售的交易行为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沈波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系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商业安排；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简介

公司名称：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性 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海波

注册资本：10,43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11月1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308号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308号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生物与医药技术（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生产中

间体，医疗器械、药品（小容量注射剂（抗肿瘤药）、散剂、原料药、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产产品，医疗器械

（II类：医用激光仪器设备）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质检、安检管理等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许可后开展经营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末，复旦张江总资产为1,564,824,553元，净资产931,525,379元；2019年，复旦张江

实现营业收入1,029,294,769元，净利润220,654,095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二）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已与复旦张

江签署了协议并将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本公司拟受复旦张江委托为其提供医药销售服务，双方预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的三个财政年度，本协议下的销售总金额每年将不超过人民币144,000,000元、人民币182,000,000元及人民币

228,000,000元。复旦张江对于在该协议项下产生的应收贸易款项给予本公司的信用期将不超过4个月。该协

议自双方适当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后，并经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如适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复旦张江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如适用）后，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若该协议的双方同意，

该协议有效期可以延长。守约方保留向违约方追索补偿和其他任何法律允许的权力主张的权力。

（二）定价原则

本公司医药销售服务采取承销的方式， 本公司根据协议所定的定价原则购买复旦张江的医药产品，后

由本公司进行销售；本公司向复旦张江购买的医药产品的价格应当依照以下原则厘定：按市场公平原则，参

照当地法定定价机构（如物价局等）核定的该具体医药产品的价格，并根据本公司提供销售及分销服务的

合理利润调整。

四、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商业安排，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订立，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属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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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设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暨关联/连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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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概述：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本公司” 或“公司” ）拟作为

有限合伙人之一参与设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标的基金” 或“基金” ），出资金额

为人民币（下同）15亿元。

● 特别风险提示：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

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加上投资项目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投资基金后续投资进展及完成情况尚

存在不确定性，亦可能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连交易，关联/连董事周军先生、葛大维先生、左敏先生在审议本议案时主动回

避了表决。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包括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金额均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一、 交易概述

（一）交易目的与意义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生

物医药产业专项基金。标的基金将充分把握“市场运作+产业赋能+政策引导” 的独特优势，以金融资本和

产业资源相结合、境内和境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投向生物医药及医疗领域的关键领域，打造一个国内

领先的生物医药领域创新投资平台。

本次参与投资标的基金项目充分体现了上海医药在融产结合战略举措下的进一步深化实施。通过参与

标的基金，上海医药在获取合理投资收益的同时，还将在未来与标的基金形成多方面的战略协同，实现生物

医药领先创新科技及领域更广泛的布局，医药及医疗产业更深入的协同及生态圈建设，更灵活且市场化的

资本运作方式，从而进一步助推上海医药实现其未来战略及发展目标。

（二）交易结构

上海医药于2020年10月29日在上海与各合伙人（具体见下表）共同签署了《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LPA）》（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拟共同出资设立标的基金，

基金首期封闭认缴出资额共计70亿元。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类型 认缴出资额（亿元） 认缴占比（

%

）

1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20.0 28.57

2

上海医药 有限合伙

15.0 21.43

3

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14.0 20.00

4

上海临港管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10.0 14.29

5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5.0 7.14

6

上海长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5.0 7.14

7

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0.5 0.71

8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

0.5 0.71

合计：

70.0 100.00

标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P公司” ）于2020

年9月11日专为本次交易成立，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占比（

%

）

1

上海上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250 25.00

2

上海医药

1,240 24.80

3

上海临港管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50 15.00

4

上海长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500 10.00

5

上海鹭布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鹭布卡”；专为标的基金成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1,260 25.20

合计

5,000 100.00

GP公司拟授权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实” ）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实资本” ）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标的基金的日常执行事务。

（三）审议程序

上海上实、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投” ）、GP公司及上实资本属于上海医药的

关联/连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

规则”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关于关联/连交易的相

关规定， 本次交易涉及金额超过人民币300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高于0.5%但低于

5%，故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审计委员会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已事前认可该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关联/

连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序，本次交易系公司战略性布局生物医药创新所需，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连董事周军先生、葛大维先生、左敏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

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连董事均投票同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其他重要说明

虽然上海上实及上海医药在标的基金的认缴比例合计超过50%，但上海上实及/或上海医药实际对标的

基金并不存在控制关系，原因如下：

1.�标的基金合伙事务由普通合伙人GP公司负责执行，上实资本（上海上实全资子公司）仅基于GP公

司的委托及授权对部分基金事务进行管理，对基金并无实际控制权。

2.� GP公司并不受上海上实及/或上海医药控制。上海上实及上海医药在GP公司持股合计不超过50%，

在GP公司股东会层面不构成单方面的决定权；GP公司第一大股东鹭布卡 （专为标的基金成立的员工持股

平台）与上海上实及上海医药无关联/连关系；GP公司的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上海上实及上海医药合计

有权提名3名董事，董事会决议须三分之二（5�票）通过方可生效，故上海上实及/或上海医药不享有对GP公

司董事会的控制权。

3.�标的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不受上海上实及/或上海医药控制。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上实

资本提名1人，鹭布卡提名1人，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提名1人，上海临港管伟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名1人，GP公司外聘一名专家）且4票以上（含4票）通过方为有效决策，故上海医药及/

或上海上实对标的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不存在控制权。

综上，上海上实及/或上海医药对标的基金并不存在控制关系。虽然，GP公司及上实资本属于上海医药

关联/连方，但根据规则，其关联/连关系并不向下渗透至其所管理的基金本身，故标的基金不属于上海医药

的关联/连方，上海医药后续与标的基金共同投资的相关交易并不构成关联/连交易。

二、 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有限合伙人简介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8月20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21楼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21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晓初

注册资本：人民币18.59亿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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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上实总资产为17,362,336.77万元、净资产为3,019,771.29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790,881.72万元、净利润135,606.06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关联/连关系：上海上实为上海医药的控股股东。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10.1.3条及香港上市

规则第14A章，上海上实属于上海医药的关联/连人士，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0年1月3日（不超过一年）

注册地：上海市杨浦区安波路1012-1号A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31楼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鲁洪

注册资本：800,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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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无关联/连关系。

上海临港管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8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1幢1区28026室

主要办公地点：申港大道200号综合楼5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颖青

注册资本：249,250万元整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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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571,871,463.61元、净资产为1,571,695,028.38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509,382.95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无关联/连关系。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年4月20日

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俞北华

注册资本：300亿元

经营范围：以金融为主、非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金融研究，社会经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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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61,797,381,903.76元、净资产为184,300,523,339.81元，2019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00,966,811.84元、净利润为6,313,428,958.45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无关联/连关系。

上海长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6月10日

注册地：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55号501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55号5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谢珂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资本运作，实业投资，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债权债务

重组，项目开发，城市和旧区改造，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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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296,710,245.46元、净资产为1,253,415,530.14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为556,603.74元、净利润为-739,304.99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无关联/连关系。

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9月11日

注册地：上海市乔家路19弄3号27楼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7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有利

注册资本：27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资产管理，资产运营，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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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769,522,177.85元、净资产为2,563,953,389.28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71,946,484.71元、净利润为291,602,567.11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的关联/连关系：上海上投为上海上实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10.1.3条及香港

上市规则第14A章，上海上投属于上海医药的关联/连方。

（二）普通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简介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GP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9月11日（不超过一年）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73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大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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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联/连关系：上海医药董事左敏先生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拟在GP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第10.1.3条，GP公司属于上海医药的关联方。

上海上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授权管理）

成立时间：2020年4月30日（不超过一年）

公司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5020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有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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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关系：上实资本为上海上实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10.1.3条及香港上

市规则第14A章，上实资本属于上海医药的关联/连方。

三、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金名称：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实际工商核名

为准）

认缴出资总额：首次70亿元，预计总规模90亿元人民币

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的相关情况详见上文

基金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8年，其中投资期和退出期均为4年（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各延长1年）

投资方向：重点聚焦生物医药、创新化药、医疗器械、研发外包及服务产业链、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兴技术

趋势以及与各有限合伙人有明显产业协同的几大主要项目领域。

投资决策委员会：

1.�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 ），由4名常设委员及1名外聘专家组成，常设委员中上

实资本委派1人，鹭布卡委派1人，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委派1人，上海临港管

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名1人，GP公司应代表基金聘任外聘专家。

2.�基金关于项目之投资、退出事项均应由投委会审议和决定。此外投委会有权根据GP公司的提议审议

决定某些基金运营的重大事项（如审议追究、豁免违约责任，基金的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基金诉讼等事

宜）。投委会审议相关事项时，每名投委会成员享有1票表决权，所议事项须经投委会成员4票及以上成员同

意方为通过。同时，认缴出资额不低于5亿元且不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常设成员席位的有限合伙人各有权委

派一名观察员。

3.�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由GP公司制定。

咨询委员会：

1.�基金设咨询委员会，由有限合伙人各委派一名代表组成。

2.�咨询委员会主要审议需经咨询委员会审议批准的基金的利益冲突、关联/连交易、对单一项目超过限

额以及对外举债事宜。

3.�咨询委员会会议须由二分之一及以上的有表决权成员参加方为有效，所有决议须经过二分之一及以

上有表决权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意方为有效。 与表决事项有利益冲突或关联/连关系的有限合伙人委派的

咨询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表决票不计入表决票总数。

缴付出资：各有限合伙人根据GP公司的出资缴付通知书载明的出资到账截止日缴付出资，原则上各合

伙人在投资期内按30%、30%、40%的比例分三期缴付出资。

管理费与执行事务合伙费：

1.�管理费费率合计为1%/年，由基金管理人向标的基金收取。每一个日历年度为一个收费期间，但首个

收费期间为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止的期间，最后一个收费期间为起始日至基金投资退出

封闭期届满之日。

2.�投资期内的管理费计算基数为基金实缴出资总额，退出期内的管理费计算基数为基金实缴出资总额

扣除已退出被投项目的投资成本。

3.�执行事务合伙费费率合计为1%/年，由GP公司向基金收取，方式与管理费保持一致。

收益分配：基金基于项目的可分配现金拟按项目参与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初步划分，其他可分配

现金拟按实缴出资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初步划分。初步划分属于GP公司的，归GP公司；初步划分归属

于各有限合伙人的，在该有限合伙人和GP公司之间拟按照以下方式和顺序分配：

1.�覆盖实缴出资：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有限合伙人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

2.�门槛回报：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其分配到的收益达到门槛收益（年化单利8%）；

3.�追补：向GP公司分配收益，直至向其分配的收益金额达到该有限合伙人门槛收益的25%；

4.� 80/20分配：如有剩余，在GP公司和该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20:80的比例分配。

投资退出封闭期：基金的投资退出封闭期为8年，自基金完成中基协备案之日起计算，其中前4年为投资

期。经召开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可分别延长1年投资期与1年退出期。投资期届满后，基金不

进行对外投资，但投资期内已签署交易文件的项目投资、投委会在投资期内已批准的项目投资、对已投项目

追加投资与流动性投资除外。

合伙份额转让与质押：经GP公司批准，有限合伙人方可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全体合

伙人不得将其在基金中持有的财产份额进行质押。

清算：基金的清算人由GP公司及基金管理人共同担任，除非届时全体合伙人一致另行决定由GP公司及

基金管理人之外的人士担任清算人。

争议解决： 因有限合伙协议产生的任何纠纷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

心）在上海仲裁解决。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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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

租赁框架协议》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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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10月29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上海医药” ）与上

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集团” ）续签了《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 ），该框架协议项

下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最高年度上限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0.5%，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公告的刊发是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

规则” ）第14A.07条的规定，该框架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最高年度上限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

于5%，故仅须遵守申报、年度审核及公告要求，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要求。

● 该框架协议的签署系本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商定，定价公

允、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

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暨

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该框架协议项下2021年、2022年及2023年租

赁业务最高年度上限为人民币10,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0.5%，根据上交所上

市规则，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公告的刊发是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条的规定，该

框架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最高年度上限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于5%，故仅须遵守申报、年度审

核及公告要求，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要求。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获得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由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乃本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必要且持续，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商定，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周军先生、葛大

维先生主动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部投票同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年度预计金额

2019

年年度预计金额

2020

年年度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承租房屋、 设备

及接受物业服务

上药集团

10,000 10,000 10,000

2018

年实际发生金额

2019

年实际发生金额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期间实际发生金额

4,221.55 4,745.70 2,552.36

注：2018年度、2019年度以及2020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上药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承租房屋、设备及

接受物业服务的年度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的差异均小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绝对值的0.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年度上限

2022

年预计年度上限

2023

年预计年度上限

向关联人承租房屋、设备

及接受物业服务

上药集团

10,000 10,000 10,000

上述年度上限乃经考虑以下因素确定：（1）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上药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之间房屋、

设备租赁及物业管理服务的历史交易金额；（2）由于近年上海类似区域租金上涨，预计未来三年的租金较

过去年度呈上涨趋势；（3）考虑到本公司因业务发展而需订立新租赁协议的需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上药集团

公司住所：上海市张江路92号；通讯地址：上海市太仓路200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31.59亿元

经营范围：医药产品、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科研，医药装备制造、销售和工程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

国家批准的进出口业务。

财务数据：上药集团（母公司）2019年度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66,713万元，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38,535

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607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8,776万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上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交易方：上药集团（出租方）；本公司（承租方）

有效期：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个年度

交易内容：上药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将向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提供房屋、设备租赁及物业服务。上药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将就所提供的房屋、设备租赁及物业服务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订立个别协议，其条款及条

件将按照框架协议相关内容订立。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所应支付的租金包括具体租金、物业管理费及实际

发生的其他费用。租金的具体金额、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将在个别协议中规定。2021年、2022年及2023年，本

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均为人民币1亿元。

定价政策：个别协议的租金及其他条款须公平合理且遵循一般商业原则。具体而言，租金应当根据房屋

的实际情况，参考市场价格以及相似区域的可比价格确定。特别是，租金不得高于独立第三方就类似房屋应

付或收取的租金金额。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与上药集团订立上述框架协议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能够确保本公司租赁业务的稳定开展，

同时满足本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不时之需求；上药集团熟悉本公司的业务需求，有助于减少行政开支。

本公司其附属公司向上药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承租房屋、设备及接受物业服务系日常经营所需，必要、持

续且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商定，定价公允、

合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

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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