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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发布的《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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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Sinobioway Biomedicine Co.,Ltd.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8 月 8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7]1452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 亿元

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一次发行完成的方式，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发行

人成功发行 8 亿元 2017 年公司债券（简称“17 未名债”，以下称“本次债券”）。 

三、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 

2、债券名称：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简称：17 未名债）。 

3、发行总额：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一

次发行完毕。 

4、发行方式：本次公司债券将在证监会核准后，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 亿元,在获准发行后的 12 个月内完成发行。

本次债券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5、债券票面金额：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6、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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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如发

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调整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

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本金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

日 2020 年 9 月 25 日一起支付。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0、起息日：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7 年 9 月 25

日。 

11、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25 日。

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自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9 月 2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 

13、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022 年 9 月 25

日。若发行人在第 3 年末行使赎回权，则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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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若投资者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5、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

第 3 年末调整其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

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

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

次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

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

工作。 

17、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8、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19、发行对象：本次债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20、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债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

优先配售。 

21、担保情况：本次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2、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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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

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 

24、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

券”或“承销商/主承销商”）。 

25、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代销的方

式承销。 

26、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2017 年内按照本次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如：按月收集重大事项排查表），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我司尚未对发行人出具受托管理报告及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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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Sinobioway Biomedicine Co.,Ltd.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朝阳路 18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山地西路 39 号北大生物城 

法定代表人：潘爱华 

电话：86-10-82899370 

传真：86-10-82899887 

电子信箱：office@sdsinobioway.com 

成立日期：2000-01-18 

总股本金额：65973.558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26234826Q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未名医药 

股票代码：002581 

国际互联网网址：www.sdsinobioway.com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主营业务：生物技术研究、生物产品及相应的高技术产品，医药中间体、农

药中间体（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生物

药、中药、化学药、药物制剂、医疗器械和装备、原料药和制剂的生产和销售；

基因检测、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医疗、康复、保健等医疗机构管理服务；技

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企业管理、从事对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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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货物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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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在新医改引导下，医药行业告别过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走向精细

化、效率化发展阶段。目前医保基金已进入精细化控费阶段，因此医疗保健行业

的上下游均面临着结构性的调整，2017 年医保目录也体现了重点放在刚需治疗

性用药的趋势。控费大环境下，低质低效的仿制药和辅助用药首当其冲，招标降

价使得大量仿制药企的销售额和毛利率明显下滑。一致性评价也将促使不具备技

术和资本优势的低端仿制药企逐渐失去市场。在仿制药监管趋严、批文收紧、利

润空间被不断压缩的情况下，创新将成为优质药企发展的主流方向。受医改政策

叠加影响，医药行业增速步入历史低位水平，医药行业虽然增速放缓，但整体仍

高于绝大多数行业。生物技术的行业技术壁垒高、市场空间大，处于成长上升阶

段，整体扶持性政策为主，但监管较为严格。随着创新扶持政策的落地及资本助

力，板块将持续获得增长动力，疫苗、血液制品、基因检测、单抗、细胞治疗等

领域景气度长期较高。医药和农药中间体行业隶属精细化工制造业，医药和农药

中间体是药品和农药合成过程中的化工原料，由于医药和农药产业的发展，医药

中间体、农药中间体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241.66 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 8.10%，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率 76.94%，较去年同期提高 0.04%，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相对

平稳的发展态势。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北京科兴生物（以下简

称“北京科兴”）制品有限公司拒绝向公司提供北京 2017 年度财务数据及资料，

致使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无法进场审计，并因此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10 
 

分行业情况 

生物药品

制造业 
860,738,098.77 81,921,164.44  90.48%  -2.18%  0.94%  -0.30%  

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 
301,678,543.78  173,742,794.02  42.41%  -21.63%  -20.37%  -0.91  

分产品情况 

恩经复  715,937,764.59  46,142,808.29  93.55%  -10.54%  -3.27%  -0.49%  

安福隆  92,765,091.59  35,778,356.15  61.43%  26.02%  6.94%  6.88%  

原甲酸三

乙酯  
68,559,492.83  43,735,870.15  36.21%  -65.08%  -59.95%  -1.98% 

原甲酸三

甲酯  
80,058,619.14  44,545,050.46  44.36%  -35.16%  -28.25%  -5.35%  

分地区情况 

国内地区  1,089,768,124.41  215,927,552.08  80.19%  -6.01%  -9.48%  0.76%  

三、 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3,998,439,815.42 2,687,542,015.32 

负债合计 1,078,853,139.30 160,160,137.36 

少数股东权益 61,693,410.20 57,900,197.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2,857,893,265.92 2,469,481,680.24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162,416,642.55 1,264,879,436.13 

营业利润 466,694,448.90 447,211,061.51 

利润总额 465,654,016.14 456,561,067.76 

净利润 392,204,798.16 416,514,706.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411,585.68 417,695,144.79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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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106,655.26 169,315,097.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749,824.33 -124,241,396.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6,329,741.58 -149,736,083.63 

四、 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分析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399,843.9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8.78%；总负债为 107,885.31 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573.6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85,789.3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5.73%。造成公司 2017 年资产和负债同时上升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于 2017 年内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8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收入方面，2017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116,241.6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10%；利润总额为 46,565.40 万元，同比增长 4.36%；净利润 39,220.48 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5.8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8,841.16 万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 7.01%。公司收入及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生物医药板块产品受国家

“医保控费”等因素导致产品销量受到一定影响。公司为此已着重加强专业化营

销团队的培养建设，扩大市场覆盖面，同时加强内部管控，力争在未来实现公司

收入、利润与员工待遇水平的同步提高。另外，公司医药中间体业务主要子公司

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因政府统一调整规划布局，要求片区内企业

停产搬迁。该事项会对公司整体收入造成影响。目前公司已着手筹划及搬迁事宜。 

现金流量方面，公司 2017 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8632.97 万元，

较 2016 年度上涨 103,606.58 万元，涨幅 691.93%，主要系公司于 2017 年内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8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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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

行人、国泰君安证券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也已按照相关规定签

署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80,000.00 万元，本次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

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汇入发行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项目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否 0.00 

总计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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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次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017 年内发行人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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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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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7 年 9 月 25 日。本次

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25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9 月 25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公司债券尚未支付利息。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7 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次债券

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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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根据 2016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6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当公司在未能按时偿付本次债券本

金或利息期间，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17 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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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状况和发行的 2017 年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作为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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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 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对除子公司以外公司的担保情况。 

二、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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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行人于 2018 年 2 月 5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00 元用于购买交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蕴通财富·日增利”S

款）。该理财产品风险系数低，可随时赎回，但该理财产品的申购未履行相关内

部审批程序，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存在瑕疵。受托管理人于 2018 年 2 月末一经

发现该情况便立即要求发行人执行相关整改措施，将募集资金划回募集资金专户

并及时修订完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截至 2018 年 3 月 27 日，在扣除

2018 年 1 月 8 日至 3 月 27 日期间已使用的流动资金 5,512,994.77 元，发行人将

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94,487,005.23元全额转回至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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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