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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以下含义： 

通化东宝/上市公司/公司 指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回

购股份 
指 

通化东宝拟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

过人民币 3 亿元自有资金，按不超过 24.00

元/股的价格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依法

予以注销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回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 

本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报

告 
指 

本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回购出具的《关于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所有小数尾数误差均由四舍五入而引起；如无特别说明，

本报告中引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二、前言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

次通化东宝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

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

料及其它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对本次回购股份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

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

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通化东宝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和公司管

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

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通化东宝提供，提供方对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通化东宝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

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引致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6、在与通化东宝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

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



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7、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通化东宝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公

司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内容 

回购股份的目的 

鉴于近期股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同时公司股价出

现大幅下跌，为有效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

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

值认可、维持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公司拟回

购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种类 社会公众持有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 

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过人民

币 3 亿元。以回购价格 24.00 元/股计算，最高回购

股份数量为 12,5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

本 2,053,555,765 股的 0.608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

在回购期限内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等事项，回购股份的数量将进行相应

调整。 

回购股份的价格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4.00元/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

购决议前十个交易日或者前三十个交易日（按照孰

高原则）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150%（前十个交易

日平均收盘价为 15.04 元/股，前三十交易日平均收

盘价为 16.46 元/股）。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有派息、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事项，公司

将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在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

的，回购方案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

披露。 

四、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ONG HUA DONG BAO PHARMACEUTICAL CO.，LTD. 

股票简称：通化东宝 

股票代码：600867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53,555,765.00 元 

法定代表人：李一奎 

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28 日 

住所：吉林省通化县东宝新村 

邮政编码：134123 

联系电话：0435-5088025 

联系传真：0435-5088002 

互联网网址：http：//www.thdb.com 

电子信箱：wjy@thdb.com 

经营范围：公司主要经营硬胶囊剂、片剂（含激素类）、颗粒剂、小容量注

射剂、原料药（重组人胰岛素）、生物工程产品（重组人胰岛素注射剂）；Ⅱ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设备及器具；Ⅱ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Ⅲ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Ⅱ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含诊断试剂）、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房地产销售；塑料建材及制品生产制造。 

（二）改制与设立以及发起人、股东出资情况 

公司前身为通化东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宝实业”），1992 年 12 月

18 日，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改批>（1992）76 号文批准，以原东宝

实业所属通化白山制药五厂（现更名为通化东宝五药有限公司）为主体，与通化

白雪山制药厂、通化市石油工具厂共同发起设立。设立时性质为股份制试点企业，



定向募集股份 5,400 万股。1992 年 12 月 28 日，吉林省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

法对其登记注册，并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编号为 2549693-5。 

1992 年 12 月 23 日，通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通会验字（1992）

159 号，验证截至 1992 年 12 月 23 日，东宝实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

民币 5,400 万元，其中发起人法人股 4,320 万元，占总资产的 80%。东宝实业以

通化白山制药五厂的实有资产 4,120 万元作为入股资金认购公司股权，占发起人

法人股的 95.4%；通化白雪山制药厂投入资金 130 万元，占发起人法人股的 3%；

通化市石油工具厂投入资金 70 万元，占发起人法人股的 1.6%。另发行个人股

1,080 万元，占资本总额的 20%，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 

东宝实业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4,320.01 80.00% 

内部职工股 1,080.00 20.00% 

总股本 5,400.01 100.00% 

1994 年 1 月 18 日，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东宝实业更名为“通

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化东宝”、“公司”或“上市公司”）。1994

年 1 月 20 日，吉林省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该变更事项登记注册，并换发了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编号为 24457830-0。 

1994年经吉林省政府吉政函[1993]370号批准，国家证监会证监审字[1994]26

号文复审确认，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1,800 万元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于 1994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600867。 

公开发行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4,320.01 60.00% 

内部职工股 1,080.00 15.00% 

社会公众股 1,800.00 25.00% 

总股本 7,200.01 100.00% 



（三）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及重大股权变更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本演变情况 

（1）1994 年送红股 

1994 年 9 月，经 199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由定向募

集设立的公司转为上市公司时，向股东实施分红；发起人法人股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 元；内部职工股及社会公众股以合计数 2,88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2

股，计 576 万股，其中：内部职工股得红股 216 万股，社会公众股得红股 360

万股。 

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4,320.01 55.56% 

内部职工股 1,296.00 16.66% 

社会公众股 2,160.00 27.78% 

总股本 7,776.01 100.00% 

（2）1995 年送红股 

1995 年 5 月，上市公司实施 1994 年下半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发起人法人股

4,32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6 元，同时送 1 股红股，计 432 万股；

以社会公众股 2,16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计 648 万股；内部职工股

以 1,296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3 股，计 388.8 万股。 

1994 年 9 月与本次送红股部分共计 604.8 万股，于 1995 年 5 月上市流通。 

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4,752.02 51.40% 

内部职工股 1,080.00 11.68% 

社会公众股 3,412.80 36.92% 

总股本 9,244.82 100.00% 

（3）1996 年 4 月，经批准上市公司内部职工股 1,080 万股上市流通。 



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4,752.02 51.40% 

社会公众股 4,492.80 48.60% 

总股本 9,244.82 100.00% 

（4）1996 年配股 

1996 年 4 月，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计划，以 9,244.82 万股为基数，配股比例

为每 10 股配售 2.5 股，上市公司实际配售 2,311.20 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

配售 1,188 万股，社会公众股配售 1,123.20 万股。 

配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5,940.02 51.40% 

社会公众股 5,616.00 48.60% 

总股本 11,556.02 100.00% 

（5）1997 年送红股 

1997 年 5 月，上市公司实施 199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11,556.02 万股为

基数，每 10 股送 5 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送 2,970.02 万股，社会公众股送 2,808

万股，计 5,778.02 万股。 

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8,910.02 51.40% 

社会公众股 8,424.00 48.60% 

总股本 17,334.02 100.00% 

（6）1997 年配股 

1997 年 7 月，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计划，以 17,334.02 万股为基数，配股比例

为每 10 股配售 2 股，实际配售 3,466.80 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配售 1,782

万股，社会公众股配售 1,684.80 万股。 



配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10,692.04 51.40% 

社会公众股 10,108.80 48.60% 

总股本 20,800.84 100.00% 

（7）1998 年配股 

1998 年 12 月,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计划，以 20,800.84 万股为基数，配股比例

为每 10 股配售 3 股，实际配售 6,240.25 万股，其中：发起人法人股配售 3,207.61

万股，社会公众股配售 3,032.64 万股。 

配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13,899.65 51.40% 

社会公众股 13,141.44 48.60% 

总股本 27,041.09 100.00% 

（8）1999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1999 年 7 月，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7,041.05 万股为

基数，每 10 股转增 2 股，计 5,408.21 万股。向发起人法人股转增 2,779.93 万股，

向社会公众股转增 2,628.28 万股。转增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16,679.57 51.40% 

社会公众股 15,769.73 48.60% 

总股本 32,449.30 100.00% 

2、股权分置改革 

2006 年 6 月，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本总额为 32,449.30 万股，

以流通股股东 15,769.73 万股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支付 1

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共支付 15,769.73 万股股份；同时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转

增 4 股，计 6,307.89 万股。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15,102.60 38.97% 

社会公众股 23,654.59 61.03% 

总股本 38,757.19 100.00% 

3、2006 年债务重组 

2006 年 8 月，上市公司实施大股东“以股抵债”方案，第一大股东东宝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注销 1,900 万股股份，用于抵偿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以股抵债”

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发起人法人股 13,202.60 35.82% 

社会公众股 23,654.59 64.18% 

总股本 36,857.19 100.00% 

4、2007 年限售股上市流通 

上市公司2006年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按照股改中的承诺部分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于2007年6月8日已申请上市流通。此次解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729.11 34.5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128.08 65.46% 

总股本 36,857.19 100.00% 

5、2008 年限售股上市流通 

2008 年因上海晓君商贸有限公司（持原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0,000 股）

对上市公司 2006 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表示意见，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宝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代其支付对价。2008 年 3 月 11 日，上海晓君商贸有限公司通

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了

对价股份 4,727 股，剩余股份 45,273 股已上市流通。 

此次解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724.59 34.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132.61 65.48% 

总股本 36,857.19 100.00% 

6、2009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上市公司2009年4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总股本36,857.19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股”的议案。该

议案经2009年5月6日召开的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于2009年6月17日出具的中准验字[2009]第2026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541.96 34.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372.39 65.48% 

总股本 47,914.35 100.00% 

7、2010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上市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股本47,914.35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的议案。上述“转增股本”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2010年6月11日出具的中准验字[2010]第2026号验资报告

予以验证，上市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取得了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为57,497.22万元。 

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850.35 34.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646.87 65.48% 

总股本 57,497.22 100.00% 



8、2011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上市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股本57,497.22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5股”的议案。上述“转增股本”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6月8日出具的中准验字[2011]第2023号验资报告予

以验证，上市公司于2011年6月15日取得了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为77,621.25万元。 

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6,797.98 34.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0,823.27 65.48% 

总股本 77,621.25 100.00% 

9、2011 年限售股上市流通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施2010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方案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6,797.9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4.52%。按照2006

年股改方案中的有关承诺，上市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于2011年6月20日全部流

通，截至2011年6月20日上市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为0，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7,621.25 100.00% 

总股本 77,621.25 100.00% 

10、2013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上市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股本77,621.25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的议案。上述“转增股本”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5月24日出具的中准吉验[2013]第007号验资报告

予以验证，上市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取得了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93,145.50万元。 

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32,960.70 35.39% 

社会公众股 60,184.80 64.61% 

总股本 93,145.50 100.00% 

11、2014 年送红股 

根据上市公司2014年3月27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2013年末总股本93,145.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的

议案。上述“送红股”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中准吉验[2014]

第001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此次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36,947.94 35.39% 

社会公众股 65,512.12 64.61% 

总股本 102,460.05 100.00% 

12、2014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 

根据上市公司2014年7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4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确定2014年7月15日为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上述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于2014年8月5日缴纳了认购资金。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8月6

日出具了中准吉验[2014]第002号验资报告，对新增注册资本予以验证。 

此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37,156.51 36.07%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550.00 0.53% 

其他社会公众股 65,224.32 63.40% 

总股本 103,010.05 100.00% 



13、2015 年送红股 

根据上市公司2015年4月29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2014年末总股本103,010.0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每

10股派发现金2元（含税）”的议案。上述“送红股”事项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中准吉验[2015]第001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此次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42,230.76 37.27%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605.00 0.53% 

社会公众股 70,475.30 62.20% 

总股本 113,311.06 100.00% 

注：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每 10 股普通股送 1 股红股，原有已发

行 550 万股限制性股票增至 605.00 万股 

14、2015 年股权激励行权 

通化东宝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年 7月 15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14 年 7 月 15 日为公

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7.50 元，授予人数为 5

人，授予数量为 550.00 万股。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1.60 元，授予人数为

李凤芹等 149 人，授予数量为共 986.00 万份，首次授予 832.40 万份，预留 153.60

万份。该等事项已经过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 年 8 月 18 日，公司股权激励第一次行权方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激励第一次行权方案之中，限制性股票共计解锁

181.50 万股，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共计行权 272.05 万股。本次股权激励行权

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 272.05 万股，行权后公司发行的总股本变为 113,583.11

万股，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上述股份数量变动的登记备案手续并履行了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流程。上述



“股权激励行权”事项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出具的中准吉验

字[2015]第 003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此次股权激励行权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42,230.76 37.18%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423.50 0.37% 

其他社会公众股 70,928.85 62.45% 

总股本 113,583.11 100% 

15、2016 年送红股 

根据上市公司2016年5月13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2015年末总股本113,583.11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的

议案。 

此次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50,676.91 37.18%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508.20 0.37% 

其他社会公众股 85,114.62 62.45% 

总股本 136,299.73 100.00% 

16、2016 年非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18 号）核准，并经公司 2015 年 8 月 12 日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 年 11 月 12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6 年 4 月 19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决议和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召

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6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的决议，2016 年 7 月 20 日，公司向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9 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 5,572.70 万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后，上市公司股本

结构为公司法人股 53,463.26 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5 位自然人）508.20 万股，



其他社会公众股 85,114.62 万股，除公司法人股外的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 2,786.35

万股，总股本为 141,872.43 万元。 

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53,463.26 37.68%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508.20 0.36% 

其他社会公众股 85,114.62 60.00% 

除公司法人股外的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 
2,786.35 1.96% 

总股本 141,872.43 100.00% 

17、2016 年股权激励行权与限制性股票解锁 

通化东宝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142

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了新增注册资本，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

分所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中准吉验字[2016]第 004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通化东宝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2016 年 9 月 23 日，限制性股票解锁 217.80 万股。2016 年 10 月 19 日，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上市。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

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中准吉验字[2016]第 004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限制性股票解锁和股票期权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53,463.26 37.60%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508.20 0.36% 

其他社会公众股 85,114.62 59.85% 

除公司法人股外的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 
2,786.35 1.96% 

股票期权激励（142 位自

然人） 
320.92 0.23% 



总股本 142,193.35 100% 

18、2017 年送股 

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142,193.35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的议案。 

此次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64,155.92 37.60%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5

位自然人） 
348.48 0.20% 

其他社会公众股 102,784.00 60.24% 

除公司法人股外的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 
3,343.62 1.96% 

总股本 170,632.02 100.00% 

19、2017 年股权激励行权与限制性股票解锁 

通化东宝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137 名股权

激励对象缴纳了新增注册资本，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出具了中准吉验字[2017]第 003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通化东宝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2017 年 8 月

22 日，限制性股票解锁 348.48 万股。2017 年 9 月 1 日，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的股份上市。 

限制性股票解锁和股票期权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64,155.92 37.49% 

其他社会公众股 103,630.11 60.56% 

除公司法人股外的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 
3,343.62 1.95% 



总股本 171,129.65 100.00% 

20、2018 年送股 

根据上市公司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171,129.65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的议案。 

此次送股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法人股 76,987.10 37.49% 

其他社会公众股 124,356.14 60.56% 

除公司法人股外的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 
4,012.34 1.95% 

总股本 205,355.58 100.00%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 

目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053,555,765 股，其中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 769,870,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9%，为公司控股股东。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一奎。东

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建筑材料、机械设备购销；进口（国家限定

一、二类商品除外）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企业经营本企业或本

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

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项目投资(以下项

目在分公司经营)：生物制品、中成药品、化学药品、医疗器械、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研发、生产、销售；医药技术服务、成果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健康管理

咨询；人参种植、初加工；智能化信息工程开发、设计、施工；从事网络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服务；餐饮宾馆、购物广场、休闲健身、室内娱乐服务、儿童

乐园、影院、停车场服务；超级市场综合销售；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摊位出租，

商品促销服务、商场管理，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发布（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实际控制人情况 

李一奎、李佳鸿、李佳蔚和王殿铎分别持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东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12.24%、10.00%、10.77%和 8.31%。其中，李佳鸿、李佳蔚与李一奎

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李佳鸿、李佳蔚为李一奎的子女，二人与李一奎在东宝

集团的日常经营决策过程中保持一致行动，如在重大决策事项中双方出现争议的，

以李一奎意见为准。李一奎与王殿铎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就东宝集团生产经

营及其他重大事务的决定在事实上保持一致。因此，李一奎和王殿铎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通化东宝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注：李一奎直接持有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24%的股权，通过其子女李佳鸿、李佳

蔚取得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77%的表决权，合计拥有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3.01%的

表决权。 

李一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67 岁。1992 年 12 月 28 日至

今任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 年 1 月 1 日至今任东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殿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60 岁。现任通化东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党群办主任。 

（五）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通化东宝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69,870,980 37.4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6,156,921 8.09% 

GIC PRIVATE LIMITED 45,098,629 2.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8,200,000 1.37% 

汇添富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兴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2,249,901 1.0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18,488,124 0.9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

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00,028 0.81%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5,947,920 0.7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88,333 0.73% 

通化吉祥创赢投资管理中心 14,636,327 0.71% 

合计 1,112,437,163 54.16% 

（六）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医药研发和制造，主要业务涵盖生物制品、中成药，化学药，

治疗领域以糖尿病、心脑血管为主，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GMP

和欧盟 GMP 认证的生产车间。被国家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重组人胰岛素原料药、重组

人胰岛素注射剂（商品名：甘舒霖）、镇脑宁胶囊、医疗器械等。 

公司主要经营状况良好，生产、采购、销售等运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通

化东宝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9.30 2017.12.31 

总资产 5,486,790,065.53 4,752,715,68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873,198,849.00 4,527,850,258.34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008,791,279.90 2,545,324,96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87,607,884.86 836,553,622.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65,066,592.05 834,872,869.26 

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7 19.79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1994 年 8 月 24 日，通化东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0867”。经核查，通化东宝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并经独立财务顾问核实，

通化东宝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

“公司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通化东宝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实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具

体请参见本报告“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四）回购股份后，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股份按照回购金额 3 亿元、回购价格 24.0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本

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12,500,000 股，占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

（2,053,555,765 股）的比例为 0.6087%。回购股份的具体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十一）股权分布不具

备上市条件：指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0%。上述社会公



众股东指不包括下列股东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2,053,555,765 股，若按回购股份数

量 12,500,000 股测算，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引起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亦

不会对通化东宝的上市地位构成影响。同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通化东宝

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不以退市为目的，回购股份过程中，公司将维持股

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因此，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

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化东宝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分析 

鉴于近期股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同时公司股价出现大幅下跌，为有效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

可、维持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公司拟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股份。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利益，推动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回归，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一）上市公司日常营运能力分析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公司 2018 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 5,486,790,065.5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73,198,849.00

元，货币资金 399,000,184.74 元，资产负债率为 11.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7,607,884.86 元。根据上述财务数据结合公司稳健的生产经营、正常销

售回款等因素，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按照本次预计使用的回购资金上限3亿元计算，回购后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及

净资产将减少3亿元。以2018年9月30日的报表数据为基础测算，本次回购前后，

上市公司相关偿债指标变化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流动比率 4.24 3.71 

速动比率 2.73 2.20 

资产负债率 11.04% 11.67% 

根据上表，回购后上市公司流动比率略有下降，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在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环境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通

化东宝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66,931.24 万元、204,039.45 万元、254,532.50 万元及 200,879.13 万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49,295.90 万元、64,092.34 万元、83,655.36

万元和 68,760.79 万元，公司经营势头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本次回购在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回购具有可行性。 

八、回购股份方案的影响分析 

（一）回购股份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 

回购期内通化东宝将择机买入股票，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同时回购股份也

有利于增加通化东宝股票的交易活跃程度，对上市公司股价形成一定支撑作用，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回购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以 2018年三季度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金额 3亿元、回购价格 24.00

元/股测算，本次回购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对比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资产总额（元） 5,486,790,065.53 5,186,790,065.53 

负债总额（元） 605,492,366.79 605,492,36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4,873,198,849.00 4,573,198,849.00 

每股收益（元） 0.33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37 2.24 

资产负债率（%） 11.04% 11.67% 

流动比率 4.24 3.71 

速动比率 2.73 2.20 

公司总股本（股） 2,053,555,765 2,041,055,765 

本次回购对上市公司总体财务指标影响较小，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三）回购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按照股份回购金额 3 亿元，回购价格 24.00 元/股进行测算，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股权结构为基础，本次回购前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回购前持股

比例 

回购后持股

比例 

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69,870,980 37.49% 37.7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6,156,921 8.09% 8.14% 

GIC PRIVATE LIMITED 45,098,629 2.20% 2.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8,200,000 1.37% 1.38% 

汇添富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兴

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249,901 1.08% 1.0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18,488,124 0.90% 0.9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6,700,028 0.81% 0.82%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5,947,920 0.78% 0.7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88,333 0.73% 0.74% 

通化吉祥创赢投资管理中心 14,636,327 0.71% 0.72% 

（四）回购对其他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造成上市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同时，本次回购也

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对上市公

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上市公司拥有多种融资渠道，因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



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化东宝本次回购

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 

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尚须通化东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通化东宝股票

的依据。 

4、本次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每股净资产的下降。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通化东宝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3 亿元，回购价格 24.00 元

/股测算，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将由 2.37 元/股降低至 2.24 元/股，

提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5、本次回购的最终回购价格、回购金额、回购数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

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6、本次回购可能存在自有资金不足影响回购实施的情况，提请广大投资者

予以关注。 

十一、备查文件 

1、通化东宝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通化东宝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3、通化东宝独立董事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事宜的独立意见 

4、通化东宝 2016 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十二、本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20 层 

电话：021-38966588 

传真：021-38966500 

联系人：薛峰、俞方一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