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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年11月24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与宁波星

曜签订《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大

连复健。其中：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10万元认缴大连复健1%的财产份

额；本公司、复星高科技与宁波星曜拟作为LP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656万元、164万元和170万

元认缴大连复健65.6%、16.4%和17%的财产份额。截至本公告日，大连复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

5、2021年12月9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关联方Windgothenburg�（HK） Limited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实业拟出资2,870万美元受让Windgothenburg�（HK） Limited持有的

Fosun� Medical� Holdings� AB� 45%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投资已完成交割。

6、2021年12月9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签订 《股权转让协

议》，拟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受让复星高科技持有的星创健康科技87%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

该投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7、2021年12月9日，控股企业天津星耀与其各投资方（包括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

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方天津复曜）签订《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减资合同》，拟对天津星耀进行同比例减资。其中：本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复星

高科技、 天津复曜认缴出资额分别减少认缴/实缴出资人民币222万元、5万元、148万元、125万

元。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8、2021年12月28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上海卓瑞与关联方星双健投资、复星健控签订

《增资协议》，复星健康与星双健投资、复星健控拟根据各自所持上海卓瑞股权比例对上海卓

瑞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健康拟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认缴上海卓瑞的等值新增注册资本。截至

本公告日，该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9、2022年1月7日，控股子公司/企业大连复健、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资

人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市旅顺口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大连

星未来创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大连星未来；其中，大

连复健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认缴大连星未来1%的财产份额；宁波复瀛拟作为LP

现金出资人民币20,000万元认缴大连星未来40%的财产份额。截至本公告日，大连星未来已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

10、2022年1月24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杏脉科技、亚东智健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杏脉科技股权激励平台之一）签订《关

于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拟共同对杏脉科技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医药产

业拟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包括现金人民币1,860万元及对杏脉科技享有的人民币7,140万元

的债权本金）认缴杏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该增资已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

11、2022年1月24日，控股子公司星盛复盈、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资人

苏州天使母基金签订《苏州星盛园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拟共同

出资设立苏州星未来；其中：星盛复盈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300万元认缴苏州星未来的等

值财产份额、 宁波复瀛拟作为LP现金出资人民币6,600万元认缴苏州星未来的等值财产份额。

截至本公告日，苏州星未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12、2022年7月29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复星健控签订《关于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40,248.60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拓49%

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转让尚待工商变更登记。

（二）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 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1,773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1,209

向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

197

接受关联方房屋出租及物业服务

3,679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08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

7,955

本集团存于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99,325

复星财务公司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17,638

十、 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增资协议》

5、《股权转让协议》

6、《股东协议》

十一、释义

GP

指 普通合伙人

LP

指 有限合伙人

安亭实业 指 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指 本次投资及本次转让

本次投资 指 复星医药产业拟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认缴杏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64.0625

万元

本次转让 指 复星医药产业拟出资人民币

36,235

万元受让亚东智健持有的杏脉科技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

万元

本次增资 指

复星医药产业、 国药中金、 安亭实业拟共计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认缴杏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

992.1875

万元

本公司、复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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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复健 指 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佛山禅医 指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原名为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地产发 指 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指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脉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复星财务公司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健康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健控 指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复星南风 指 复星南风（深圳）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系杏脉科技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实业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国药中金 指 共青城祺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久脉商务 指 上海久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由何川和马志彬分别持有

70%

、

30%

股权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宁波复瀛 指 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宁波星曜 指 宁波星曜复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希脉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普希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复拓 指 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兰脉 指 上海兰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杏脉科技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友脉 指 上海友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系杏脉科技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卓瑞 指 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复星健康 指 复星健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复星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松脉企业管理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松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天使母基金 指 苏州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苏州星晨 指 苏州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苏州星盛 指 苏州星盛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星未来 指 苏州星盛园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天津复曜 指 天津复曜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星耀 指 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星创健康科技 指 上海星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星盛复盈 指 苏州星盛复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星双健投资 指 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杏脉科技、标的公司 指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杏脉科技其他现有股东 指 普希脉投资、松脉企业管理、复脉投资、佛山禅医

杏愉商务 指 上海杏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由何川和房劬分别持有

70%

、

30%

股权

亚东智健 指 亚东智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有叻信息 指 上海有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济信息 指 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股东协议》 指

2022

年

7

月

29

日，复星医药产业与国药中金、安亭实业、佛山禅医、普希脉投资、松脉企业管理、复脉投资、杏愉商

务、杏脉科技、上海兰脉、上海友脉、复星南风签订的《关于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指

2022

年

7

月

29

日，复星医药产业与亚东智健签订的《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杏脉新章程》 指 本次增资后的杏脉科技全体股东拟签署的《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增资协议》 指

2022

年

7

月

29

日，复星医药产业与国药中金、安亭实业、佛山禅医、普希脉投资、松脉企业管理、复脉投资、杏脉科

技、上海兰脉、上海友脉、复星南风签订的《关于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的《上海

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行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字（

2022

）第

1121

号）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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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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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况： 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40,248.60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拓49%的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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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复星健控与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同为复星高科技，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

复星健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 交易概述

2022年7月29日，本公司与复星健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现金出资人民币40,

248.60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拓49%的股权（对应上海复拓注册资本人民币38,710万

元）。

本次交易对价基于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报告》所载的截至2022年3

月31日上海复拓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以市场法估值结果作为估值结论）人民币82,140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为人民币40,248.60万元。

本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上海复拓的股权比例将由本次交易前的51%增至100%。本

次交易前后，上海复拓均为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

由于复星健控与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同为复星高科技，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复

星健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陈启

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及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

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和余梓山先生对本次关联交

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大会批

准之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本集团与同一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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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上海复拓成立于2017年10月，注册地为上海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为王可心。上海复拓经

营范围包括从事生物制品的研发，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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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复星健控分别持有上海复拓51%、49%的股权。

2、主要业务

上海复拓为投资管理型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其投资的控股子公司主要包括：

复星领智及其控股子公司：复星领智系本集团旗下的科创孵化平台，目前孵化企业包括

精缮科技（主要从事基因细胞治疗产品的开发）、菌济健康（主要从事微生态菌群产品的开

发）、深爱科技（主要从事肿瘤精准治疗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星肽原（主要从事个性化肿

瘤免疫治疗产品的开发）等4家科创公司，并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芝加哥大学、西湖大学、复旦大学等相关医疗机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精缮科技已有一项产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临床试验申请（IND），其

他3家公司的产品研发尚处于早期阶段。

复拓知达：主要从事微创医疗器械研发，包括影像导航、介入耗材领域研发等。

3、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上海复拓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复拓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47,55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44,86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476万元；2020年度，上海复拓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02万元，实现税前利润人民币-3,887万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3,507万元。

根据上海复拓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复拓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48,58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48,85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987万元；2021年度，上海复拓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税前利润人民币-17,047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15,580万元。

根据上海复拓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3月31日，上海复拓的总资

产为人民币49,27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50,00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

665万元；2022年1至3月，上海复拓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税前利润人民币-3,133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2,996万元。

三、 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就上海复拓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出具了估值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的《估值报告》，本次估值基于上海复拓管理层报

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本次采用市场法对上海复拓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以市场法估值结果作为估

值结论。根据市场法估值，截至2022年3月31日，上海复拓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人民币

82,140万元。

由于上海复拓持有的控股资产包括复星领智及下属四个孵化企业，以及从事微创医疗器

械研发的复拓知达。截至估值基准日，标的公司孵化的在研管线均处于临床前阶段，尚未形成

稳定的收入及利润规模，市盈率倍数、市净率倍数以及市销率倍数等常用估值方法，对于评价

标的公司价值的适用性不强；同时，标的公司存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且在研产品未来商业化价

值与前期研发投入的相关性较高。因此，本次估值采用市研率倍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研发

投入）作为确定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分析指标。

可比公司选取了包括与复星领智主要孵化企业同属于新药研发行业且以肿瘤/免疫/基

因治疗为主要领域，及与复拓知达同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且聚焦超声影像、介入耗材领域的上

市一年以上的A股上市公司，详情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可比公司 区间日均总市值注 研发投入注

艾力斯

92.83 2.23

乐普医疗

362.49 11.12

舒泰神

102.08 3.47

注:区间日均总市值为估值基准日前后20个自然日的日均总市值；研发投入为可比上市公

司2021年度报告披露的2021年度研发投入金额。

相关可比公司的市研率倍数如下：

艾力斯 乐普医疗 舒泰神

经修正注后的市研率

10.3587 8.9922 9.7285

修正后平均市研率

9.6931

注：对市研率的修正过程考虑了（其中主要包括）可比公司的非流动性折扣率、投资类资

产价值、盈利能力、偿债能力、 成长能力、企业规模、上市及在研项目数量及情况等。

上海复拓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控股公司价值＋参股公司价值＋其他资产和负债价值

＝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的研发投入

注1

×修正后平均市研率＋参股公司价值

注2

＋其他资产

和负债价值

注3

＝3,933.94×9.6931＋51,672＋（-7,667）

＝82,140（单位：人民币 万元，取整）

注1：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的研发投入考虑了估值基准日上海复拓对孵化企业的实际持

股比例以及该等企业设立时的协议安排（如有）等。

注2：上海复拓对被投参股公司不具有实质控制权，因此结合估值基准日该等参股公司近

期的融资情况及融资协议中的优先权利安排（如有），采用市场法（参考近期融资价格）并结

合股权分配模型对该等参股公司股权进行估值。经测算，参股公司价值的估值为人民币51,672

万元。

注3：其他资产和负债包括溢余货币资金、借款、股权处置所需的税、费用等，共计人民币

-7,667万元。

四、 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复星健控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地为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复星健控的

经营范围包括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养老产业投资管理，商务咨询，市场信息咨

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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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健控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复星高科技持有其100%股权。

经上海璧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复星健控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97,45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12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89,327万元；2021年

度，复星健控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811万元。

根据复星健控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3月31日，复星健控的总资产为人民

币99,49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13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91,360万元；2022年1至3月，

复星健控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万元。

由于复星健控与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同为复星高科技，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复

星健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五、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

由本公司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拓49%的股权 （对应上海复拓注册资本人民币38,

710万元）

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的《估值报告》所载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对价为人民币40,248.60万元。

本次交易涉及相关税、费，由相关方各自承担。

2、支付安排

本公司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向复星健控支付本次交易价款。

3、终止和解除

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本协议可以解除：

（1）发生不可抗力之情况以至于不能履行本协议或履行成为不必要；

（2）本次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3）由于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任

何一方可向标的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争议。

5、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六、 交易目的及影响

上海复拓为本集团创新孵化平台之一，本次增持上海复拓股权，旨在落实本集团创新战

略，进一步提高对自有创新孵化平台的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上海复拓的股权比例将由本次交易前的51%增至100%。本

次交易前后，上海复拓均为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

七、 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 提请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

士、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及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5名董事（包括4名

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和余梓山先生对本次关联交

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八、 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玲女士、汤谷良先生、王全弟先生和余梓山先生就本次交易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除本次交易外，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

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

1、2021年10月11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关联方复地产发签订《合资协议书》，拟共同

投资设立苏州星晨。其中：复星健康、复地产发拟分别以现金出资人民币3,570万元、人民币3,

430万元认缴苏州星晨注册资本的51%、49%。截至本公告日，苏州星晨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2021年10月26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有叻信息、佛山禅医分别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包括复星健康拟出资人民币4,400万元受让复星高科技、有叻信息

持有的深圳复星健康合计36.5424%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投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2021年10月26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与苏州星盛签

订《苏州星盛复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星盛复盈。其

中：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10万元认缴星盛复盈1%的财产份额； 本公

司、复星高科技与苏州星盛拟作为LP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444万元、296万元和250万元认缴星

盛复盈44.4%、29.6%和25%的财产份额。截至本公告日，星盛复盈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4、2021年11月24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与宁波星

曜签订《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大

连复健。其中：复健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10万元认缴大连复健1%的财产份

额；本公司、复星高科技与宁波星曜拟作为LP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656万元、164万元和170万

元认缴大连复健65.6%、16.4%和17%的财产份额。截至本公告日，大连复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

5、2021年12月9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与关联方Windgothenburg�（HK） Limited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实业拟出资2,870万美元受让Windgothenburg�（HK） Limited持有的

Fosun� Medical� Holdings� AB� 45%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该投资已完成交割。

6、2021年12月9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签订 《股权转让协

议》，拟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受让复星高科技持有的星创健康科技87%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

该投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7、2021年12月9日，控股企业天津星耀与其各投资方（包括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复健基金

管理公司、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方天津复曜）签订《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减资合同》，拟对天津星耀进行同比例减资。其中：本公司、复健基金管理公司、复星

高科技、 天津复曜认缴出资额分别减少认缴/实缴出资人民币222万元、5万元、148万元、125万

元。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8、2021年12月28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上海卓瑞与关联方星双健投资、复星健控签订

《增资协议》，复星健康与星双健投资、复星健控拟根据各自所持上海卓瑞股权比例对上海卓

瑞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健康拟出资人民币1,020万元认缴上海卓瑞的等值新增注册资本。截至

本公告日，该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9、2022年1月7日，控股子公司/企业大连复健、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资

人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市旅顺口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大连

星未来创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大连星未来；其中，大

连复健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认缴大连星未来1%的财产份额；宁波复瀛拟作为LP

现金出资人民币20,000万元认缴大连星未来40%的财产份额。截至本公告日，大连星未来已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

10、2022年1月24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杏脉科技、亚东智健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杏脉科技股权激励平台之一）签订《关

于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拟共同对杏脉科技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医药产

业拟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包括现金人民币1,860万元及对杏脉科技享有的人民币7,140万元

的债权本金）认缴杏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该增资已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

11、2022年1月24日，控股子公司星盛复盈、宁波复瀛与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资人

苏州天使母基金签订《苏州星盛园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拟共同

出资设立苏州星未来；其中：星盛复盈拟作为GP现金出资人民币300万元认缴苏州星未来的等

值财产份额、 宁波复瀛拟作为LP现金出资人民币6,600万元认缴苏州星未来的等值财产份额。

截至本公告日，苏州星未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12、2022年7月29日，复星医药产业与国药中金、安亭实业、杏脉科技及杏脉科技其他现有

股东等签订《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拟共同对杏脉科技进行增资，其中：

复星医药产业拟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缴杏脉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664.0625万元；同日，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方亚东智健签订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拟出资人民币36,235万元受让亚东智健持有的杏脉科技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万元。截至

本公告日，该转让及增资尚待工商变更登记。

（二）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1,773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1,209

向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

197

接受关联方房屋出租及物业服务

3,679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08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

7,955

本集团存于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99,325

复星财务公司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17,638

十、 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十一、释义

GP

指 普通合伙人

LP

指 有限合伙人

安亭实业 指 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指 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40,248.60

万元受让复星健控持有的上海复拓

49%

的股权

本公司、复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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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复健 指 大连复健星未来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佛山禅医 指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有限公司（原名为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地产发 指 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复健基金管理公司 指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脉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复拓知达 指 上海复拓知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上海复拓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财务公司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健康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复星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健控 指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复星领智 指 复星领智（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系上海复拓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实业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国药中金 指 共青城祺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精缮科技 指 上海精缮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系复星领智之控股子公司

菌济健康 指 上海菌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系复星领智之控股子公司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宁波复瀛 指 宁波复瀛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宁波星曜 指 宁波星曜复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希脉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普希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复拓、标的公司 指 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卓瑞 指 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爱科技 指 杭州深爱科技有限公司，系复星领智之控股子公司

深圳复星健康 指 复星健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复星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松脉企业管理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松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天使母基金 指 苏州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苏州星晨 指 苏州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苏州星盛 指 苏州星盛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星未来 指 苏州星盛园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天津复曜 指 天津复曜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星耀 指 星耀（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星创健康科技 指 上海星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星盛复盈 指 苏州星盛复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星双健投资 指 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星肽原 指 杭州星肽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系复星领智之控股子公司

杏脉科技 指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杏脉科技其他现有股东 指 普希脉投资、松脉企业管理、复脉投资、佛山禅医

亚东智健 指 亚东智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有叻信息 指 上海有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股权转让协议》 指

2022

年

7

月

29

日，本公司与复星健控签订的《关于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估值报告》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出具的估值基准日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估值报告》（东洲咨报字

[2022]

第

1368

号）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

司” ）经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2年8月1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好买基金开展的基金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江鑫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

014323

长江双盈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3017

长江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90005

长江红利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3934

长江智能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4339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好买基金代销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则自该基

金开放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本优惠活动，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

告。如该基金适用不同于上述的费率优惠，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优惠活动方案

自2022年8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享有最低1折费率优惠。基金原费率按笔收

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各基金的原费率详见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的结束时间以好买基金所示公告为准，本公司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

投资者关注。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好买基金销售的处于正常认购、申购期的采用前

端收费模式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用，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

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用以及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的费用。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具体业务办理流程以好买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好买基金所有，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好买基金的有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2、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66-866

网址：www.cjzcgl.com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更新）》的更正公告

� � �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4月16日发布了《汇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更新）》（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现对《基金合同》进行如下更正：

一、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中的“五、业绩比较基准”更正为：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财富（1年以下）指数收益率×80%+一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税后）×20%

中债综合财富（1年以下）指数是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编制的综合反映银行间债

券市场和沪深交易所债券市场的跨市场短期债券指数， 对短期债券价格变动趋势有很强的

代表性。本基金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短期债券，因此选取中债综合财富（1年以

下）指数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能较好的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能较为科学、合理

的评价本基金的业绩表现。”

二、“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中的“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

式”中的“3、销售服务费”更正为：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C类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该类基

金份额资产净值的0.20%，E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该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0.01%。”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29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中证等权重9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离任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7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

基金主代码

1618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杨腾先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凯先生

注:本基金的场内简称：中证90LOF。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凯先生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变动

离任日期

2022

年

07

月

28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张凯先生将继续担任本公司旗下银华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银华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银华中证虚拟现实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证机器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华稳健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华证

ESG

领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华

中证内地地产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30日

淳厚利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07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淳厚利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淳厚利加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56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07

月

2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淳厚利加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淳厚利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

件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淳厚利加混合

A

淳厚利加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1563 011564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21

】

4129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2

年

06

月

20

日至

2022

年

07

月

28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2

年

07

月

29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515

份额级别 淳厚利加混合

A

淳厚利加混合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234,981.86 400,046,912.49 401,281,894.35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

425.95 4,180.18 4,606.13

募集份额（单位：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1,234,981.86 400,046,912.49 401,281,894.35

利息结转的份额

425.95 4,180.18 4,606.13

合计

1,235,407.81 400,051,092.67 401,286,500.48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1,021,959.34 10.00 1,021,969.34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82.7224% 0.0000% 0.254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2

年

07

月

29

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

间为0-10万份；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10万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 具体业务办

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

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

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销售机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网站www.purekindfund.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000-973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特此公告。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7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4

2022年 7 月 30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