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赋予的职责，以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本着对全体

股东负责的态度，及时召集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

项决议，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公司董事会能够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有

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 2018 年度董事会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8 年度工作回顾 

（一）公司总体运营情况 

2018 年在全球及中国经济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形势下，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持续深化，制药工业仍维持低位运行，奥赛康药业秉持“健康为源，研究为本”的经

营理念，在中国医药市场细分领域精耕细作，主营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增长。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31,881,726.83 元，同比增长 15.48%；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0,073,623.85 元，同比增长 10.29%。 

2018 年公司先后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2018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

业综合实力百强”、“中国创新力医药企业二十强”、“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

业企业”等荣誉。 

（二）公司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2018 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策略和工作要求，全体员工齐心协力认真

贯彻落实相关工作。 

1、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2148 号），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 12 月 25 日，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办理完毕。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上市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指定主体签署

《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对拟置出资产交割进行了确认，并明确了置出资产交

割后的相关安排。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2019 年 1 月 22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新增股份 755,882,351 股正式上市，公司总股本变为 928,160,351 股。 

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区分局核准，公司名称自 2019 年 3 月 4 日起变更

为“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2019 年 3 月 11 日起由“东方新星”变更为“奥赛康”。 

2、市场营销开拓进取 

截至 2018 年末，奥赛康药业有 11 个产品规格进入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奥加

明新进 12 省医保目录为市场扩容带来了有利条件，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虽然

暂未涉及奥赛康药业重点品种，但是政策趋势更加坚定企业在提升药品质量、加大药

品研发方面要加快步伐的信念；同时，奥赛康药业坚持“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对营销的组织结构进行优化，匹配适应新时代要

求的专业化营销人才，适应分级诊疗趋势，推进终端下沉，加强终端市场的精细化管

理，进一步提高产品覆盖的广度及深度。2018 年消化产品线销售额较去年同比增长

14.42%，肿瘤产品线销售额较去年同比增长 15.02%，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通过

对产品及终端的精细化管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 

3、研发创新驱动发展 

2018 年，奥赛康药业持续加大新品研发投入，推进重点品种一致性评价。2018

年研发费用支出 2.90 亿元，占同期销售收入的比例达 7.38%，确保了新品研发的有效

开展。2018 年，奥赛康药业镇痛类药物选择性 COX-2 特异性抑制剂注射用帕瑞昔布

钠获得生产批件，1 个生物药品种获得临床批件，开展的 10 个品种一致性评价研究

中有 3 个完成申报工作，其他将陆续申报。2018 年，奥赛康药业新申请专利 22 件，

PCT 专利 3 件，其中发明专利 16 件；获得专利授权 5 件，均为发明专利。2018 年，

奥赛康药业有 3 个课题获得“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18 年度实施计划第一

批立项支持。 

 

4、质量提升持续发展 

奥赛康药业用“以健康为本的‘头尾创新’奥赛康管理模式”指导全员创新，提

高精益管理水平，确保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奥赛康药业始终贯彻“质量源于设计”

的质量理念和“质量是企业的生存之本”的质量方针，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2018 年有 3 个车间顺利通过国家 GMP 认证。2018 年奥赛康药业获

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这是继 2015 年获得南京市市长质量奖，2016 年获得江苏省质

量奖后，获得的国家级政府质量大奖。 



 

 

5、安全环保绿色生产 

2018 年，奥赛康药业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常态化运行，通过

了年度监督审核，2018 年获得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证书。奥赛康药业认真贯

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牢固树立“隐患险于明

火，防范胜于救灾，安全重于泰山”的安全意识，完善和落实安全环保责任制，积极

开展“安全生产月”、“世界环境日”、“119 消防月”等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曾被

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消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奥赛康药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积极降低排污强度，主要污染物排放均符合国家标准，持续保持环保投

入，在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已连续四年被认定为南京市“绿色

企业”。 

 

二、董事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组织召开

了 7 次会议，对提交会议的 35 项议案进行了讨论，每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会议 议案审议情况 

2018.3.20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1、关于成立山东分公司和河南分公司的议案 

2018.4.24 
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1、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7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8、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公司 2017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18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11、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三季报会计差错补充更正的

议案 

13、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5.4 

 2018 年第一

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2018.7.9 

 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次临时

会议 

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议案 

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规定的议案 

6、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的议案 

7、关于《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8、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9、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

取的措施的议案 

10、关于确保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

承诺 

11、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4、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2018.8.14 
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1、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3、关于注销分公司的议案 

2018.8.26 
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议案 

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

议案 

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规定的议案 

6、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的议案 

7、关于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

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8、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9、关于《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0、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1、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

采取的措施的议案 

12、关于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13、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伟瑞发展有限公司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6、关于聘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

议案 

17、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10.30 
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 
1、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全面关注公司利益，主

动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积极推动公司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独

立作用。 

2018 年度，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7 年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聘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 2017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2018 年半年度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等事项发表了意见，

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等有关规定，积极履行职责。 

2018 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4 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了审计委员会 2017 年

度工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内审报告、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内审

报告、年度审计机构工作情况、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内审报告、公司 2018 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内审报告等事项。 

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确认会计核算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合理，相关数据和指标不存在重大错误或重大遗

漏。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度，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充分调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积极性，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对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责任感、使命感，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明确了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分工与考核，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公司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018 年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了 1 次会议。第四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召开。经过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议案》。 

3、提名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会人员结构合理，高管团队具

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完全胜任各自的工作。 

2018 年度，提名委员会共召开了 1 次会议。第四届提名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

议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召开。经过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评议的议案》。 

4、战略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认真研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调整对公

司的影响，跟踪国内外同行业发展动向，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向公司董事会提出

有关结构调整、资本运作、长远发展等事项的建议，对促进公司转方式、调结构，规

避市场风险，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 

2018 年度，战略委员会共召开了 1 次会议。第四届战略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



 

议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召开。经过表决，会议审议了《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五、2019 年度发展展望 

医药行业的变革是挑战更是机遇，2019 年公司将牢牢把握变革趋势，在新的起

点，公司将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前行，秉承“为健康、健康行”的企业使命，围绕

“1234567”工作主题，用“四真”指导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投资者。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