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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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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负责人陈启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关晓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战宇保证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A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并在上证所上市交易的人民币普通股

BNTX 指 BioNTech�SE，设立于德国（NASDAQ上市股份代号：BNTX）

Breas 指 Breas�Medical�Holdings�AB，设立于瑞典

Gland�Pharma 指 Gland�Pharma�Limited，设立于印度

H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Tridem�Pharma 指 Tridem�Pharma�S.A.S，设立于法国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本报告 指 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报告期、报告期 指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

本报告期末 指 2020年9月30日

重庆药友 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02696）

复锐医疗科技（Sisram） 指

Sisram�Medical�Ltd，即复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01696），设立于以

色列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苏州二叶 指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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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47,989,215.24 76,119,645,663.32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083,709,544.28 31,888,066,063.03 3.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3,135,520.00 2,328,355,784.17 5.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102,744,284.03 21,227,618,679.11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8,980,552.00 2,063,704,147.99 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59,539,441.46 1,722,388,028.34 1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2 7.21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1 1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1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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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9月金额 2020年1-9月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844,008.57 148,673,8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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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0,725.79 63,073,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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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36,656.22 418,849,091.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65,192.57 -29,708,642.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18,528,108.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47,990.54 -44,045,903.53

所得税影响额 -12,806,024.25 -118,872,853.28

合计 9,078,870.78 419,441,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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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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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38,095,290 36.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HKSCC�NOMINEES�LIMITED(注1) 551,060,098 21.50 0 未知 -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736,157 1.51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33,849,388 1.32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26,772,761 1.04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67,700 0.94 0 无 0 国有法人

阿布达比投资局 18,510,795 0.72 0 无 0 境外法人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沪

10,569,000 0.41 0 无 0 其他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8,766,765 0.34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8,717,381 0.34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38,095,290 人民币普通股 938,095,290

HKSCC�NOMINEES�LIMITED(注1) 551,060,0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551,060,0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736,157 人民币普通股 38,736,1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33,849,388 人民币普通股 33,849,38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26,772,761 人民币普通股 26,772,7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67,7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18,510,795 人民币普通股 18,510,79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10,5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69,000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8,766,765 人民币普通股 8,766,765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8,717,381 人民币普通股 8,717,3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

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其于报告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复星高科技通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49,603,000股H股股份，约占本公司于报告期末总股本1.9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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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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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6,412,863.26 456,650,637.52 122.58%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股票BNTX所致

预付款项 594,704,488.24 415,675,156.23 43.07%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208,856.24 107,709,225.73 -84.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金融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69,914,243.62 160,688,247.32 67.97%

主要系报告期内租赁物业改造项目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355,538,961.44 244,567,689.32 45.37% 主要系报告期内通过票据付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278,199,659.78 2,562,263,003.09 66.97%

主要系（1）报告期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亿元的附回售选择权公司债券 “16复

药01” 于2021年3月4日到期， 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核算；（2）

报告期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2.5亿元的

附回售选择权公司债券 “17复药01” 于

2020年3月14日到期并续期的部分金额

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转出至

“应付债券” 核算

其他流动负债 667,693,045.69 248,969,275.20 168.18%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

券所致

应付债券 3,386,675,610.44 5,283,863,183.83 -35.9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

元的附回售选择权公司债券 “16复药

01”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及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2.5亿元的公

司债券"17复药01"续期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

项目

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研发费用 1,877,700,493.10 1,290,028,940.00 45.55%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对生物药、 小分

子创新药和进口创新药的研发投入，

以及增加对创新孵化平台的投入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4,308,952.12 -28,035,808.23 93.71%

主要系根据信用减值模型， 对预期无

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241,785,580.17 177,190,761.04 36.45%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424,448.30 -130,280,259.91 102.63%

主要系上年同期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

下跌影响以及所出售金融资产对应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投资收益科目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840,134.37 18,274,543.61 -89.93%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影响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2,558,825.08 60,837,112.62 -79.36%

主要系上年同期无需支付的款项影响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70,908,243.26 391,892,841.31 -30.8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购Breas、 复锐医疗

科技（Sisram）、Tridem�Pharma、苏州二

叶和重庆药友部分少数股权以及部分

非全资子公司损益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100,190,979.89 34,958,479.93 -386.60%

主要系汇率波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

异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

项目

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84,386,012.17 -2,560,243,375.55 -4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投资支付的

资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215,438.18 2,663,982,639.53 -102.49%

主要系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

收到募集资金款影响及报告期内偿还

贷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32,918,882.81 47,762,255.60 -378.29%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率波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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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2月30日， 本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分拆Gland�

Pharma及其境外上市方案等相关事项， 控股子公司Gland� Pharma拟于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

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

报告期内，Gland� Pharma已就建议首次公开发售其股份向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即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及孟买证券交易所递交非正式招股

书草稿。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有关事宜的函》（国合函[2020]417号），中国证监会国际合

作部对本次分拆Gland� Pharma境外上市事宜无异议；香港联交所已确认本公司可进行本次分

拆Gland� Pharma境外上市；Gland� Pharma已获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及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申

请原则性批准。

截至报告期末，Gland� Pharma境外上市尚待（其中包括）印度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2、复星高科技（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拟自2019年9月19日至2020年9月18日择机通过上

证所交易系统（含港股通）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

币不低于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截至2019年9月19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

562,898,545股，下同）的2%（且滚动12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也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2%）。

截至2020年9月18日收市，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复星高科技自上述增持计划实施以

来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39,538万元，累计增持本公司17,169,500股H股，占截至2019年

9月19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0.67%，且滚动12个月内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未超过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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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0-163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债券代码：143020� � � �债券简称：17复药01

债券代码：143422� � � �债券简称：18复药01

债券代码：155067� � � �债券简称：18复药02

债券代码：155068� � � �债券简称：18复药0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定期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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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定期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在上海市宜山路1289号会议室（现场与通讯相结合）召开，

应到会董事11人，实到会董事11人。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Eli� Lilly� and� Company就FCN-338开展研发及商业化合作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创医药” ） 与Eli� Lilly� and�

Company（以下简称“Lilly” ）开展合作，由复创医药授予Lilly在区域内（除中国大陆、香港及

澳门特别行政区外所有国家及地区）及领域内（包括诊断、预防、改善及治疗人类或动物的任

何疾病或症状在内的所有用途） 独家开展研发、 生产及商业化BCL-2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

FCN-338的权利 (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合作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选举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因工作安排调整，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分别辞去本公司董事长、联席董事长职务。 董事

会对两位任职本公司董事长、联席董事长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选举吴以芳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将变更为吴以芳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吴以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关于本公司执行董事改任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自本决议出具之日起，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由本公司执行董事改任非执行董事，任

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联席总裁、执行总裁的议案。

经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陈玉卿先生、王可心先生、李东明先生为本公司联席总裁，

关晓晖女士为本公司执行总裁兼首席财务官；任期均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人员的聘任无异议。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经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文德镛先生、王冬华先生为本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均自

2020年10月29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人员的聘任无异议。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安排调整，陈启宇先生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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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下的本公司授权代表。

同意聘任吴以芳先生为本公司授权代表，与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之一的甘美霞女士共同

履行联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授权代表的有关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

根据《公司章程》，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制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并同时废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

则》。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新任董事长及新聘联席总裁、执行总裁、高级副总裁简历

1、吴以芳先生，1969年4月出生，于2004年4月加入本集团，于2014年7月至2016年1月任本

公司高级副总裁，于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运营官，于2016年6月至

2020年10月任本公司总裁，2016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于2016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执

行董事，于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吴以芳先生现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交所” ）上市公司 Sisram� Medical� Ltd（即复锐医疗科技，股份代号：01696）、上海复宏

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股份代号：02696）非执行董事及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股份代号：01099）监事会主席。 吴以芳先生曾

任徐州生物化学制药厂技术员、主任、生产科长、财务主任、厂长助理等，徐州（万邦）生物化

学制药厂副厂长，徐州万邦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

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州生物化学制药厂、徐州（万邦）生物化学制药厂、徐

州万邦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前身），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陈玉卿先生，1975年12月出生，于2010年1月加入本集团，于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任本

公司副总裁，2016年6月至2020年10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联席总裁。

加入本集团前，陈玉卿先生曾任酷宝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3、王可心先生，1962年2月出生，于2010年6月加入本集团，于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任本

公司副总裁，2016年7月至2020年10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联席总裁。

加入本集团前，王可心先生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公司重庆华立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00607）副总裁。

4、李东明先生，1969年9月出生，于2017年4月加入本集团，于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任本

公司副总裁，2020年9月至2020年10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联席总裁。

加入本集团前，李东明先生曾任上海延安制药厂车间见习工艺员、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厂

长助理兼车间主任，上海延安万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信谊药厂（现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副厂长，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办

公室战略处长、OTC事业部销售副总裁，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上海中西三

维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上海医药集团药品销售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5、关晓晖女士，1971年3月出生，于2000年5月加入本集团，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任本

公司总会计师，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副总裁、总会计师，于2015年6月至2020年

10月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执行总裁、首席财务官。 关晓

晖女士现为联交所上市公司国药控股（股份代号：01099）及复宏汉霖（股份代号：02696）非执

行董事。加入本集团前，关晓晖女士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关晓晖女士拥有中国

注册会计师（CPA）的资质，并是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会员。

6、文德镛先生，1971年12月出生，于2002年5月加入本集团，于2016年6月至2020年10月任

本公司副总裁，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文德镛先生现为联交所上市公司国药控

股（股份代号：01099）非执行董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代号：600511）董事、深交所上市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00028）

监事、深交所上市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300452）董事。

7、王冬华先生，1969年12月出生，于2015年10月加入本集团，于2016年1月至2020年10月任

本公司副总裁，2020年10月起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加入本集团前，王冬华先生曾任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副经理、经理、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品牌发展部副总经理

兼新闻发言人、公共事务部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联席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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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许可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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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类型：研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

●协议内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

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创医药” ）授予Eli� Lilly� and� Company（以下简称

“Lilly” ）在区域内（除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所有国家及地区，下同）及领域

内（包括诊断、预防、改善及治疗人类或动物的任何疾病或症状在内的所有用途，下同）就

BCL-2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FCN-338（以下简称“该产品” ）独家开展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的

权利（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FCN-338片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已分别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 ）临床试验批

准。 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

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2、该产品于区域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售等还须得到区域内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3、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且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 若该产品于区域内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方案、受试者招募情况等因素影

响，并可能因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该产品能否达到约定的临床开发

注册里程碑并由复创医药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存在不确定性。

4、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该产品在

区域内的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合作是否能够达到

约定的销售付款里程碑并由复创医药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及销售提成亦存在不确定性。

一、 协议签署概况

2020年10月2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创医药与Lilly签订《License� Agreement》（以下简

称“《许可协议》” ），复创医药授予Lilly在区域内及领域内独家研发、生产及商业化BCL-2选

择性小分子抑制剂FCN-338的权利。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合作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

二、标的产品

1、基本信息

FCN-338为复创医药自主研发的BCL-2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 截至本公告日，

FCN-338片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在美国和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处于I

期临床试验准备阶段。

2、市场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与该新药同靶点的药品已于全球上市，于中国境内尚无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与该新药同靶点的药品上市。 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

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2019年，与该新药同靶点的药

品于全球的销售额约为7.49亿美元。

截至2020年9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现阶段针对FCN-338的累计研

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410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Lilly成立于1876年，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为“LLY” ，其注册地为美国印第安

纳州，主席及首席执行官为David� A.� Ricks先生。Lilly是世界领先的研发制药跨国企业之一，专

注于生化创新药的开发、制造和销售。

根据Lilly已公布的财务报告（按照美国会计准则编制，经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19年12

月31日，Lilly的总资产为39,286百万美元，股东权益为2,699百万美元，负债总额为36,587百万美

元；2019年度，Lilly实现营业收入22,320百万美元，实现净利润8,318百万美元。

根据Lilly已公布的财务报告（按照美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0年

6月30日，Lilly的总资产为41,967百万美元， 股东权益为4,272百万美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7,

695百万美元；2020年1至6月，Lilly实现营业收入11,359百万美元，实现净利润2,869百万美元。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1、许可内容

复创医药授予Lilly在区域内及领域内独家研发、 生产及商业化BCL-2选择性小分子抑制

剂FCN-338的权利。

2、付款

（1）Lilly应根据约定向复创医药支付至多44,000万美元（包括首付款、临床开发注册及销

售里程碑付款），具体安排如下：

① 首付款4,000万美元，于《许可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

② 临床开发注册里程碑付款合计不超过34,000万美元，根据该产品于区域内的临床试验

进展向复创医药支付。

③ 销售里程碑付款合计不超过6,000万美元， 根据该产品在区域内年度净销售额的达成

情况向复创医药支付。

（2）销售提成

Lilly应于《许可协议》约定的销售提成期间内，根据该产品于区域内年度净销售额的达成

情况，按约定的比例区间支付销售提成。

5、全球开发计划

该产品全球开发计划将由Lilly主导。 如临床试验结果推荐开发的任一剂型适用于区域内

和复创医药区域（即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Lilly在区域内的活动将作为标

准，复创医药在复创医药区域内的所有活动将遵循Lilly在区域内的实践，并遵守复创医药区域

内的适用法律；若临床试验结果推荐的任一剂型仅适用于复创医药区域，复创医药在复创医

药区域内的活动将作为标准，并遵守复创医药区域内的适用法律。 在复创医药区域，复创医药

的研发活动有义务与Lilly所设定的全球研发计划保持一致。

6、生效

《许可协议》生效日期为2020年10月29日。

7、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许可协议》适用纽约州法律。

合作双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研发和商业化优势，加快该产品于全球范围内的研发注

册进程和市场拓展，有望为血液肿瘤患者提供潜在的治疗新选择，以惠及全球更多血液肿瘤

患者。

六、本次合作的风险

1、截至本公告日， FCN-338片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已分别获得国家药监局、美国

FDA临床试验批准。 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因为

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2、该产品于区域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售等还须得到区域内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3、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且临床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风险。 若该产品于区域内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方案、受试者招募情况等因素影

响，并可能因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该产品能否达到约定的临床开发

注册里程碑并由复创医药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存在不确定性。

4、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该产品在

区域内的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合作是否能够达到

约定的销售付款里程碑并由复创医药收取相关里程碑款项及销售提成亦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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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长变更及主要

管理层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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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长变更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陈启宇先

生及姚方先生的书面辞职函，因工作安排调整，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分别辞去本公司董事

长、联席董事长职务。 根据《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规定，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的辞职函自2020年10月29日生效。

2020年10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定期会议），会议选举吴以

芳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将由吴以芳先生担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鉴于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日后之工作安排，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定

期会议）审议批准，同意自2020年10月29日起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将由本公司执行董事改任

非执行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等调整后，本公司董事会将由1名执行董

事、6名非执行董事及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

董事会对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联席董事长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二、主要管理层调整

2020年10月29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吴以芳先生的书面辞职函，吴以芳向本公司董事会

申请辞去总裁职务，该等辞职函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辞任总裁后，吴以芳先生将担任

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同日，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定期会议）同意聘任

陈玉卿先生、王可心先生、李东明先生为本公司联席总裁，关晓晖女士为本公司执行总裁兼首

席财务官；任期均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前述调整后，本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调整不会对本集

团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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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伟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居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师

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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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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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4,659,717.75 5,734,041,481.67 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77,182,837.49 4,654,359,938.58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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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34,800.89 498,104,235.49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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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2,365,989.37 5,123,065,710.62 -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103,652.46 629,107,283.72 -4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39,422,234.18 635,449,242.15 -4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44 14.9889 减少7.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24 0.5440 -4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24 0.5440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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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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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13.23 3,359,628.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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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8,957.20 220,050.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68,783.74 -5,041,397.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44.80

所得税影响额 182,333.66 129,091.55

合计 -1,045,279.65 -1,318,5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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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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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38,805,647 46.5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38,100 0.64 0 无 0 国有法人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

FUND

7,368,290 0.64 0 无 0 境外法人

VANGUARD�TOTAL�INTERNATIONAL�STOCK�INDEX�

FUND

6,967,877 0.60 0 无 0 境外法人

ISHARES�CORE�MSCI�EMERGING�MARKETS�ETF 3,975,727 0.34 0 无 0 境外法人

孙月龙 3,700,557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政达 2,999,0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建伟 2,787,506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2,605,981 0.2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80,929 0.21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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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538,805,647 人民币普通股 538,805,64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38,100 人民币普通股 7,438,100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FUND 7,368,290 境外上市外资股 7,368,290

VANGUARD�TOTAL�INTERNATIONAL�STOCK�INDEX�FUND 6,967,877 境外上市外资股 6,967,877

ISHARES�CORE�MSCI�EMERGING�MARKETS�ETF 3,975,727 境外上市外资股 3,975,727

孙月龙 3,700,557 人民币普通股 3,700,557

刘政达 2,9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9,000

方建伟 2,787,506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87,506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2,605,981 人民币普通股 2,605,9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380,929 人民币普通股 2,380,9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票于2009年1月12日起全流通，已无限售条件股东。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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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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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 说明

货币资金 2,298,257,479.44 1,902,458,300.91 20.80

主要系总现金流增加致货币资金增

加

应收账款 265,974,135.78 192,897,081.48 37.88 主要系贸易应收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99,453,162.50 152,219,575.79 31.03

主要系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的

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77,077,984.46 174,544,194.78 58.74 主要系采购预付款较年初增加

其他应收款 129,016.41 165,834,727.63 -99.92 主要系收到现金股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175,203.22 3,733,869.25 65.38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增加

在建工程 143,721,015.34 76,547,774.09 87.75 主要系广西氯碱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9,200,000.00 -100.00 主要系票据到期解付所致

应付账款 518,627,236.06 358,592,653.12 44.63 主要系应付采购款较年初增加

预收款项 150,811,255.24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影响

所致

合同负债 200,958,518.14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影响

所致

应交税费 39,843,376.64 78,765,077.06 -49.41 主要系缴纳年初未交税金所致

利润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3,442,365,989.37 5,123,065,710.62 -32.8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主导产品的售价和销量较上

年同期下降以及销售结构调整所致

营业成本 2,946,491,883.69 4,281,371,106.78 -31.18 主要系原料价格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9,570,431.53 12,284,277.43 -22.09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减少致附加税费减少及土地

使用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89,238,526.41 115,497,953.28 -22.74 主要系储运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77,137,263.98 108,087,980.91 -28.63 主要系重要的研发项目尚处于准备阶段所致

财务费用 -18,163,650.66 16,362,984.80 -211.00 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359,628.03 744,656.12 351.17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贴增加

投资收益 88,617,564.57 135,944,192.19 -34.81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13,179.2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碳排放权交易收入计入营业外

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93,128.92 200,000.00 546.56 主要系支付的滞纳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373,366,371.24 667,106,559.52 -44.03

主要系受行业市场影响，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

售价、销量下降及投资收益减少导致本期营业利

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利润总额 373,586,421.60 666,906,559.52 -43.98

净利润 337,487,315.10 628,896,567.86 -46.34

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差异额 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419,434,800.89 498,104,235.49 -78,669,434.60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38,663,176.98 62,606,067.01 -101,269,243.99

主要系收到红利较上年减

少、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支出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5,057,561.38 -178,732,926.69 193,790,488.07

主要系子公司广西氯碱收到

投资款导致现金流入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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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伟民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18� �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B股 编号：临2020-03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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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要求，现将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披露如

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售及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万吨、万元

主要产品 2020年1-9月产量 2020年1-9月销量 营业收入

聚氯乙烯 2.054 2.029 14,105.09

烧碱 51.381 49.134 88,248.98

氯产品 103.404 93.53 125,437.76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元/吨

主要产品 2020年1-9月平均售价 2019年1-9月平均售价 变动比率(%)

聚氯乙烯 6,951.74 7,281.38 -4.53

烧碱 1,796.09 2,070.51 -13.25

氯产品 1,335.11 1,583.70 -15.70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不含税）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2020年1-9月平均进价 2019年1-9月平均进价 变动比率(%)

盐 308.33 271.04 13.76

乙烯 5,130.39 5862.24 -12.48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并未对公司未来经

营情况作出任何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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