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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18-033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 2018-2020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相关事宜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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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7 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2018-2020年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相关事宜

的公告》（编号：临 2018-027，以下简称“原公告”）。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了

解原公告所述持续性关联交易及相关关联方的具体情况，现对原公告中的相关内

容作如下补充披露： 

 

一、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预计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

际发生（元） 

预计额度（元）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提供技

术服务 

Biologics 

Cayman 及其

下属公司 

18,255,954 9,000,000 34,100,000 31,100,000 

华领医药（注） 23,635,903 57,000,000 - - 

天演药业（注） 6,092,642 8,400,000 9,100,000 - 

Vivace 13,806,278 14,900,000 14,100,000 14,900,000 

药明利康 3,992,840 6,600,000 9,000,000 6,300,000 

PhageLux Inc. 29,584 100,000 100,000 100,000 

Birdie HK 3,488,107 400,000 2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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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

际发生（元） 

预计额度（元）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华辉安健（注）        -    1,900,000 - - 

南京英派药业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

英派”）（注） 

9,990,559 6,000,000 - - 

丹诺苏州（注） 5,521,578 7,600,000 - - 

丹诺上海（注） 101,474 100,000         -           -    

药明巨诺 330,347 11,100,000 19,800,000 37,200,000 

明聚生物 - 5,100,000 5,900,000 7,000,000 

CStone 56,352,041 300,000  -    -    

基石药业 30,559,328 71,300,000 52,300,000 32,100,000 

销售产

品 

华领医药（注） 9,910,930 62,100,000 - - 

上海瑛派药业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

瑛派”）（注） 

- 4,000,000 - - 

提供综

合服务 

药明巨诺 4,836,713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明码上海 6,270,510 300,000 - - 

商标许

可 

Biologics 

Cayman 及其

下属公司 

无偿 无偿 无偿 无偿 

明码上海及其

下属公司 
无偿 无偿 无偿 无偿 

上海医明康德

/无锡医明康

德及其下属公

司 

0 
许可费用为被许可方每年经审计合并报

表中净利润的 2% 

销售无

形资产 
上海医明康德 - 100,000 - - 

物业出

租 
上海药明生物 1,430,842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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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

际发生（元） 

预计额度（元）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物业承

租 
众创空间 - 500,000 400,000 400,000 

销售原

材料 
药明巨诺 349,036 300,000 400,000 400,000 

注：本公司董事已辞去该公司或其母公司的董事职务，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的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或者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具有重大影响的除本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的计算原则，此项关联交易仅

计算该公司构成本公司关联方期间的交易金额。 

本集团向本公司董事目前担任或过去 12个月曾担任该主体本身或其母公司

的董事的关联方销售产品、提供技术服务的预计额度上限与前次的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因关联关系的具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如本公司董事对

外兼职情况变化等），导致本公司的关联方范围有所调整；同时，因本集团及相

关关联方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导致相关关联交易金额有所变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公司全部或部分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本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 

Ge Li（李革）先生及 Ning Zhao（赵宁）女士、刘晓钟先生、张朝晖先生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全部或

部分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本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2018-2020

年预计将与本集团发生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这类关联方包括 Biologics Cayman 及

其下属公司、明码上海、上海医明康德以及无锡医明康德，前述关联方的基本情

况如下： 

1、Biologics Cayman 

企业名称： WuXi Biologics（Cayman）Inc. 

主营业务： 该公司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其下属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提

供生物制剂发现、开发及生产服务 

住    所：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成立时间：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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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84,896.20 万元，

净资产为 402,436.00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为 161,882.90 万元，净利润为 25,262.80 万元（经审计合

并口径） 

2、上海药明生物 

企业名称： 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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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 Li（李革）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大分子生物药发现、临床前开发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中路 299 号 2 幢 301 部

位 A 部位 

成立时间： 2015 年 

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药明生物系 Biologics Cayman 的下属公司，其财务数

据并表计算到 Biologics Cayman 经审计合并口径的财务数

据 

3、明码上海 

企业名称： 明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晓钟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基因测序、基因数据存储，分析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07 号三层 D04 室 

成立时间： 2015 年 

4、上海医明康德 

企业名称： 上海医明康德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晓钟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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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医疗健康科技服务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5 号一层 H02 室 

成立时间： 2015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5,057.79 万元，

净资产为 159.43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395.06 万元，净利润为-4,840.87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5、无锡医明康德 

企业名称： 无锡医明康德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晓钟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尚未实际开展经营 

住    所：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梅梁路 108 号综合楼 219 室 

成立时间： 2015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00.87 万元，净

资产为 594.87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1,204.37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二）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或者过去 12 个月内曾经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具有重大影响的除本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及第 10.1.6 条第（二）项的

规定，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或者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具有重大影响的除本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2018-2020 年预计将与本集团发生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这类关联方包括： 

1、华领医药 

企业名称： 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力 

注册资本： 2,521.8839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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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新药及医药技术的研发、自有技术成果转让，并提供相关

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爱迪生路 275 号 

成立时间： 2011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7,922.44 万元，

净资产为 14,886.79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0 元，净利润为-12,004.07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2、天演药业 

企业名称： 天演药业（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Peter Luo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主营业务： 致力于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态精准抗体平台和独特

原创抗体产品线 

住    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科技园 C14 楼 301 室 

成立时间： 2012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524.27 万元，

净资产为 3,169.31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8,923.66 万元，净利润为 1,296.18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

口径） 

3、Vivace 

企业名称： Vivace Therapeutics, Inc. 

主营业务： 肿瘤药物研发 

住    所： 2929 Campus Drive, Suite 405, San Mateo, CA  94403 

成立时间： 2015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54.6 万美元，

净资产为 1,079.2 万美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0 美元，净利润为-688.5 万美元（未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4、药明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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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无锡药明利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Edward Hu（胡正国）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生物、化学、医学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 

住    所：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梅梁西路 88 号 A-201 

成立时间： 2013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641.10 万元，

净资产为 3,248.05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2,484.76 万元，净利润为 11.67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5、PhageLux Inc. 

企业名称： PhageLux Inc. 

主营业务： 新型抗菌药物研究 

住    所： P.O. Box 10008,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001, Cayman Islands 

成立时间： 2013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62.31 万美元，

净资产为 414.13 万美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159.70 万美元，净利润为-421.10 万美元（经审计母公司

口径） 

6、Birdie HK 

企业名称： Birdie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 

主营业务： 免疫肿瘤的新药研发 

住    所： Room 1501, 15/F., SPA Centre, 53-55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成立时间： 2015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2.33 万美元，

净资产为-409.23 万美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0 美元，净利润为-24.90 万美元（未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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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辉安健 

企业名称： 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文辉 

注册资本： 1,125 万元 

主营业务： 生物药物研发 

住    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生命园路 20 号院 7 号楼 1 层 102 室 

成立时间： 2015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214.63 万元，

净资产为 3,523.08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0 元，净利润为-21.81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8、南京英派 

企业名称： 南京英派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 陈飞 

注册资本： 9,675.32974 万元 

主营业务：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癌症等疾病的同类最优的创

新药，并将其商业化 

住    所： 南京高新开发区星火路 10 号 

成立时间： 2009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997.26 万元，

净资产为 5,732.69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0 元，净利润为-816.69 万元（未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9、上海瑛派 

企业名称： 上海瑛派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飞 

注册资本： 4,700 万元 

主营业务： 新药、医用新材料、医疗器械、生物制品的研发及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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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物分析与化学合成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仪器设备、

实验室试剂（不含药品、危险品）的销售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祥科路 111 号 3 号楼 603 室 

成立时间： 2014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3.83 万元，净

资产为-460.83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0.06 万元，净利润为-1,456.52 万元（未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10、丹诺苏州 

企业名称： 丹诺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Zhenkun Ma 

注册资本： 395.486107 万美元 

主营业务： 双靶标分子一类新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 

住    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B2 楼 711 室 

成立时间： 2009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839.21 万元，

净资产为 4,803.02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0 元，净利润为-1,935.03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11、丹诺上海 

企业名称： 丹诺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Zhenkun Ma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主营业务： 医药产品、生物制品的开发，医药中间体的开发、销售并

提供相关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除人

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 780 号 808 室 

成立时间： 2009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1.00 万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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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59.12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29.62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12、药明巨诺 

企业名称：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Yiping James Li 

注册资本： 3,65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境内 CAR-T 细胞治疗研发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林路 90 号 2 幢五层 B 部位 

成立时间： 2009 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903.88 万元，

净资产为-2,168.32 万元；2017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为 6.61 万元，净利润为-4,699.83 万元（经审计母公司口径） 

13、明聚生物 

企业名称： 上海明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Yiping James Li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主营业务： 生物科技、医疗技术、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400 号 1 幢 3 层 

成立时间： 2017 年 

主要财务数据： 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暂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数据 

14、基石药业 

企业名称： 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朱忠远 

注册资本： 2,376.1363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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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研发创新药物 

住    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1 楼北座二楼

E168 单元 

成立时间： 2016 年 

15、CStone 

企业名称： CSto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主营业务： 研发创新药物 

住    所：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成立时间： 2015 年 

16、众创空间 

企业名称： 上海外高桥药明康德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朝晖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 物业租赁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荷丹路 240 号一层 101 室 

成立时间： 2017 年 

主要财务数据： 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暂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

务数据 

 

除本公告另有说明外，本公告中的词语或简称与原公告中的含义相同。除上

述补充披露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