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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报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

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本独立财

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完成了重组之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出具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本报告依据的文件、财务数据、书面材料、业务经营数据等均由上市公司等

重组相关各方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中信证券对本

报告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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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总结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现代制药、公

司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00420.SH） 

本报告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国药集团 指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 指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潭溪 指 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 

国药一致 指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28.SZ），系本次重组

交易对方之一 

国药投资、国药工业 指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系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 

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 指 

指合计持有汕头金石 20%股权的自然人股东杨时浩、黄春

锦、刘淑华、陈茂棠、陈振华、林基雄、黄惠平、吴爱发、

陈丹瑾、李彬阳、周素蓉、蔡东雷，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国药一心 指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芜湖三益 指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之一 

致君制药 指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之一 

坪山制药 指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

资产之一 

致君医贸 指 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指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坪山）医药研发制造基地包含的非流动

性资产，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国工有限 指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国药威奇达 指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中抗制药 指 
国药集团大同威奇达中抗制药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

产之一 

汕头金石 指 国药集团汕头金石制药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青海制药 指 青海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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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制药 指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重组 
指 

现代制药向国药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芜湖三益 51%

股权、国药一心 26%股权，向杭州潭溪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国药一心 25%股权；现代制药向国药一致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致君制药 51%股权、坪山制药 51%股权、致君医贸

51%股权、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现代制药向国药工业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工有限 100%股权、国药威奇达 67%股

权、汕头金石 80%股权、青海制药 52.92%股权、新疆制药

55%股权；现代制药向自然人韩雁林发行股份购及支付现金

买其持有的国药威奇达 33%股权、中抗制药 33%股权；现

代制药向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汕头

金石 20%股权。同时配套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

配套融资 
指 

现代制药以锁价方式向国药集团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 

重组交易对方 指 

国药控股、国药一致、国药工业、杭州潭溪、韩雁林、杨时

浩、黄春锦、刘淑华、陈茂棠、陈振华、林基雄、黄惠平、

吴爱发、陈丹瑾、李彬阳、周素蓉、蔡东雷 

标的资产 指 

芜湖三益 51%股权、国药一心 51%股权、致君制药 51%股

权、坪山制药 51%股权、致君医贸 51%股权、坪山基地经

营性资产、国工有限 100%股权、国药威奇达 100%股权、

汕头金石 100%股权、青海制药 52.92%股权、新疆制药 55%

股权、中抗制药 33%股权 

《重组补充协议》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与韩雁林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时浩等 12

人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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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药

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时浩等 12

人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海现代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与韩雁林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之股

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之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9 月 30 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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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交易标的的

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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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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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关于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现代制药向国药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芜湖三益 51%股权、国药一心 26%股权，向杭州潭溪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国药一心 25%股权；现代制药向国药一致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致君制药

51%股权、坪山制药 51%股权、致君医贸 51%股权、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现

代制药向国药工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工有限 100%股权、国药威奇达 67%

股权、汕头金石 80%股权、青海制药 52.92%股权、新疆制药 55%股权；现代

制药向自然人韩雁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国药威奇达 33%股权及

中抗制药 33%股权，其中股份支付比例占支付韩雁林总对价的 95%，现金支付

比例占支付韩雁林总对价的 5%；现代制药向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汕头金石 20%股权。上述资产评估值为 773,864.81 万元。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公

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公告日，即 2016 年 3 月 10 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分别为 32.34 元/股、36.32 元/股和 39.05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并综

合考虑交易各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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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易均价的 90%。根据现代制药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上市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7,733,4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过现代制药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因

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根据除息结果调整为 29.06 元/股。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国药控股、杭州潭溪、国药一致、国药工业、韩雁林、杨

时浩、黄春锦、刘淑华、陈茂棠、陈振华、林基雄、黄慧平、吴爱发、陈丹瑾、

李彬阳、周素蓉及蔡东雷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现代制药的股份，自该等股

份登记在承诺方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全部解禁。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承诺

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

后，上述承诺方所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

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国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

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支付部分交易对价，支

付中介机构费用、支付交易税费等并购整合费用。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股权资产交割情况 

1、国药工业持有的国工有限 100%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70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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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药工业及韩雁林持有的国药威奇达 100%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00734026330J）。 

3、韩雁林持有的中抗制药 33%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 

4、国药工业及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持有的汕头金石 100%股权过户至现代

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192729292G）。 

5、国药工业持有的新疆制药 55%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22856273X3）。 

6、国药工业持有的青海制药 52.92%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7104030235）。 

7、国药控股及杭州潭溪持有的国药一心 51%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变更情况

通知书。 

8、国药控股持有的芜湖三益 51%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芜湖市鸠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781090474X）。 

9、国药一致持有的致君制药 51%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300192190290M）。 

10、国药一致持有的坪山制药 51%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94304B）。 



10 

11、国药一致持有的致君医贸 51%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已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备案）通知书

（[2016]第 84843983 号），对股东变更予以核准。 

（二）非股权资产交割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中非股权资产包括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2016 年 12 月 9 日，现代制药与国药一致签署了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的《资

产交割确认书》。自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1047-2-3 号）中所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包括

土地、建筑物、设备、在建工程等在内的全部资产，已由现代制药实际控制、占

有、使用并享有收益。2017 年 2 月 24 日，坪山基地不动产权过户完成。 

（三）配套募集资金情况 

2016 年 12 月 14 日，现代制药及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进行启动发行前报

备，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后，现代制药及主承销商向认购对象发送了《缴款通

知书》。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发行对象国药集团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金汇入

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中信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及增值

税合计 2,120,000.00 元后的资金 97,879,993.36 元划转至现代制药在银行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四）验资情况 

天职国际已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6]17183

号），审验了现代制药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现代制药原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87,733,402.00 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64,054,906.00 元，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1,788,308.00 元。 

2016 年 12 月 16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6]1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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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现代制药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 3,441,156 股，发行价格 29.0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3.36 元，

中信证券扣除承销费及增值税合计 2,120,000.00 元后，现代制药实际收到中信

证券转入募集资金 97,879,993.36 元，新增注册资本（股本）3,441,156 元、资

本公积 94,438,837.36 元。 

（五）期间损益安排 

本次交易各方约定，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收益归现代制药所有，亏损由重

组交易对方补足。 

现代制药已聘请审计机构对各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

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并按照上述约定执行期间损益安排。 

（六）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上市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发的264,054,906

股股份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 3,441,156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7 年 3 月 7 日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该次新增

股份登记工作已完成，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发股份 264,054,906

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增发 3,441,156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该等股

份上市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7 日，增发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555,229,464 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现代制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的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合法有效。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

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在上交所上市事宜，并就新增

注册资本等事宜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上市公司已在

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12 

第二节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主要协议包括：现代制药与国药控股、国药一致、

国药工业、杭州潭溪及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现代制药与韩雁林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现代制药与国药控股、国药一致、国药工业、杭州潭溪、韩雁林

及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组补充协议》。现代制药与国

药控股、国药一致、国药工业、杭州潭溪及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现代制药与韩雁林签署了附

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现代制药与国药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 

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简称“青海制药厂”）系青海制药持有 45.16%股权

的参股公司， 鉴于上市公司及青海制药对青海制药厂无实质控制权，青海制药

厂未来经营面临较大压力，以及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协同价值相对较低，经现代制

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以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2018 年 12 月，青海制药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将其持有的青海制药厂

45.16%股权售出，同月，青海制药厂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出售事项导致现代制药与国药投资就青海制药厂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2018 年履行的基础发生重大变更，经上市公司与国药投资协商，上

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以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双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国药投资就青海制药厂与现代制药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 2018 年盈

利补偿义务进行豁免。2016 年、2017 年青海制药厂均未能实现有关盈利预测，

国药投资已就以上事项履行相关补偿责任。（详见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 2019-089 号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协议各方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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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已

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

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相关各方未出现违反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作出的承诺事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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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概述 

2016 年 5 月 30 日，现代制药与国药投资就国药威奇达、青海制药厂、汕

头金石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国药控股就国药一

心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国药一致就致君制药、

坪山制药、致君医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杭州

潭溪就国药一心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韩雁林就

国药威奇达、中抗制药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与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就汕头金石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期为2016年度、

2017年度和2018年度，本次交易的各标的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的企业 交易对方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国药一心 国药控股、杭州潭溪 10,748.00 11,396.58 12,613.22 

致君制药 国药一致 22,267.17 23,256.16 24,187.87 

坪山制药 国药一致 3,971.63 4,303.35 5,032.55 

致君医贸 国药一致 237.96 233.51 234.56 

国药威奇达 国药投资、韩雁林 16,164.98 17,990.08 19,896.63 

中抗制药 韩雁林 10,214.43 11,188.61 12,106.51 

汕头金石（单体） 
国药投资、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 
1,346.70 1,577.20 1,818.30 

金石粉针剂 
国药投资、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 
890.35 1,010.26 1,103.24 

青海制药厂 国药投资 4,545.31 5,124.24 5,380.55 

盈利预测补偿的具体方式为股份补偿，现代制药应在承诺年度内每年的专项

审核意见披露后的十日内，计算股份补偿的数量，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不足补偿，

则其应根据约定进行现金补偿。承诺年度内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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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

部分，应以现金补偿。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7]第 5276-5 号），相关交易标的的盈利承诺

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交易标的 

2016 年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承诺的 2016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差异 
比例

（%） 

是否完

成盈利

承诺 

1 国药威奇达 17,906.31 16,164.98 1,741.33 110.77 是 

2 中抗制药 10,299.66 10,214.43 85.23 100.83 是 

3 汕头金石（母公司） 2,269.58 1,346.70 922.88 168.53 是 

4 

汕头金石下属汕头金

石粉针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石粉

针剂”） 

963.09 890.35 72.74 108.17 是 

5 国药一心 11,350.04 10,748.00 602.04 105.60 是 

6 国药致君 22,408.57 22,267.17 141.40 100.64 是 

7 致君坪山 4,157.16 3,971.63 185.53 104.67 是 

8 致君医贸 260.44 237.96 22.48 109.45 是 

9 青海制药厂 3,353.10 4,545.31 -1,192.21 73.77 否 

上述进行业绩承诺的标的资产中，金石粉针剂系汕头金石控股子公司，汕头

金石持有其 76.47%股权，因其使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故而进行了盈利承诺；

青海制药厂系青海制药参股公司，青海制药仅持有青海制药厂 45.16%股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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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股权的价值使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因此青海制药厂进行了业绩承诺。 

根据上述业绩实现情况，青海制药厂 2016 年相关业绩承诺未完成。根据现

代制药与国药投资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规定的应

当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国药投资需向现代制药以股份形式补偿 345,748 股。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无偿回购并注销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发布了《关

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通知债权人公告》，将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情况通

知债权人。 

本次实施回购国药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691,496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

股本的 0.06%，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0 元。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取得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并及时办

理了股份注销。 

（二）2017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8]第 5370-5 号），相关交易标的的盈利承诺

实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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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交易标的 

2016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承诺的 2016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2016 年业绩

承诺盈余金

额 

2017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承诺的 2017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2017 年业

绩承诺的

完成比例

（%） 

2017 年

是否完

成盈利

承诺 

两年累计业

绩实现情况

与业绩承诺

的差异 

两年累

计是否

完成盈

利承诺 

1 国药威奇达 17,906.31 16,164.98 1,741.33 2,913.30 17,990.08  16.19  否 -13,335.44 否 

2 中抗制药 10,299.66 10,214.43 85.23 6,572.88 11,188.61  58.75  否 -4,530.50 否 

3 汕头金石（单体） 2,269.58 1,346.70 922.88 1,698.81 1,577.20  107.71  是 1,044.48 是 

4 金石粉针剂 963.09 890.35 72.74 1,270.91 1,010.26  125.80  是 333.39 是 

5 国药一心 11,350.04 10,748.00 602.04 10,337.43 11,396.58  90.71  否 -457.11 否 

6 致君制药 22,408.57 22,267.17 141.40 20,572.91 23,256.16  88.46  否 -2,541.85 否 

7 坪山制药 4,157.16 3,971.63 185.53 4,214.76 4,303.35  97.94  否 96.94 是 

8 致君医贸 260.44 237.96 22.48 267.04 233.51  114.36  是 56.01 是 

9 青海制药厂 3,353.10 4,545.31 -1,192.21 3,596.23 5,124.24  70.18  否 -2,720.2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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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进行业绩承诺的标的中，金石粉针剂系汕头金石控股子公司，汕头金石

持有其 76.47%股权，因其使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故而进行了盈利承诺；青海

制药厂系青海制药参股公司，青海制药仅持有青海制药厂 45.16%股权，该部分

股权的价值使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因此青海制药厂进行了业绩承诺。 

根据上述业绩实现情况，国药威奇达、中抗制药、致君制药、坪山制药、

国药一心及青海制药厂 2017 年相关业绩承诺未完成。 

依据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各交易对方应向公司予以股份补偿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标的 

两年累计业绩实

现情况与业绩承

诺的差异（万元） 

业绩承诺方 

业绩承诺方持

有交易标的的

股权比例 

应予补偿的

股份数（股） 

1 国药威奇达 -13,335.44 
国药投资 67% 29,345,787 

韩雁林 33% 14,453,895 

2 威奇达中抗 -4,530.50 韩雁林 33% 4,215,212 

3 国药一心 -457.11 
国药控股 26% 390,825 

杭州潭溪 25% 375,793 

4 国药致君 -2,541.85 国药一致 51% 3,872,786 

5 青海制药厂 -2,720.22 国药投资 23.90% 886,264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无偿回购并注销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发布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通知债权人公告》，将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情

况通知债权人。 

本次实施回购国药投资、国药一致、国药控股、韩雁林、杭州潭溪持有的公

司股份共计 53,540,562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4.82%，回购总价款为人民

币 0 元。公司已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2018 年 7 月 19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并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办理了股份注销。 

 



19 

（三）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第【1-346】号），相关交易标的的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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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度完成盈利承诺的交易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标的 

2016 年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承诺的 2016年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2017 年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承诺的 2017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2018 年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承诺的 2018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 

2018 年业绩

承诺的完成

比例（%） 

1 国药威奇达 17,906.31 16,164.98 2,913.30 17,990.08  21,607.64 19,896.63 108.60 

2 中抗制药 10,299.66 10,214.43 6,572.88 11,188.61  12,540.56 12,106.51 103.59 

3 金石粉针剂 963.09 890.35 1,270.91 1,010.26  1,155.13 1103.24 104.70 

4 坪山制药 4,157.16 3,971.63 4,214.76 4,303.35  5,195.56 5,032.55 103.24 

5 致君医贸 260.44 237.96 267.04 233.51  322.54 234.56 137.51 

注：上述进行业绩承诺的标的中，金石粉针剂系汕头金石控股子公司，汕头金石持有其 76.47%股权，因其使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故而进行了盈利承诺。 

2、2018 年度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交易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标的 

2016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

利润 

承诺的 2016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

利润 

2017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承诺的 2017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

利润 

2018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承诺的 2018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

利润 

2018 年

业绩承

诺的完

成比例

（%） 

三年累计

业绩实现

情况与业

绩承诺的

差异 

三年累

计是否

完成盈

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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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头金石 2,269.58 1,346.70 1,698.81 1,577.20  1,166.78 1,818.30 64.17 392.96 是 

2 致君制药 22,408.57 22,267.17 20,572.91 23,256.16  22,991.98 24,187.87 95.06 -3,737.74  否 

3 国药一心 11,350.04 10,748.00 10,337.43 11,396.58  -3,764.93 12,613.22 -29.85 -16,835.2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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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海制药厂 2018 年度盈利承诺豁免的说明 

青海制药厂系青海制药持有 45.16%股权的参股公司，鉴于上市公司及青海

制药对青海制药厂无实质控制权，青海制药厂未来经营面临较大压力，以及对公

司战略发展的协同价值相对较低，经现代制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

议审议以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2018 年 12 月，青海制药通

过公开挂牌方式将其持有的青海制药厂 45.16%股权售出，同月，青海制药厂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出售事项导致现代制药与国药投资就青海制药厂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2018 年履行的基础发生重大变更，经上市公司与国药投资协商，上

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以及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双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国药投资就青海制药厂与现代制药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 2018 年盈

利补偿义务进行豁免。2016 年、2017 年青海制药厂均未能实现有关盈利预测，

国药投资已就以上事项履行相关补偿责任。（详见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 2019-089 号公告。） 

根据上述业绩实现情况，汕头金石、致君制药、国药一心 2018 年相关业绩

承诺未完成，汕头金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年累计完成业绩承诺。 

4、承诺期内全部标的资产的业绩完成情况 

承诺期内，所有标的资产的业绩完成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交易标的 

2016 年实

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净利润 

承诺的

2016 年扣

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2017 年实

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净利润 

承诺的

2017 年扣

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2018 年实

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净利润 

承诺的

2018 年扣

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三年业绩

完成情况 

1 国药威奇达 17,906.31 16,164.98 2,913.30 17,990.08 21,607.64 19,896.63 78.49% 

2 中抗制药 10,299.66 10,214.43 6,572.88 11,188.61 12,540.56 12,106.51 87.78% 

3 金石粉针剂 963.09 890.35 1,270.91 1,010.26 1,155.13 1103.24 1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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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坪山制药 4,157.16 3,971.63 4,214.76 4,303.35 5,195.56 5,032.55 101.95% 

5 致君医贸 260.44 237.96 267.04 233.51 322.54 234.56 120.39% 

6 汕头金石 2,269.58 1,346.70 1,698.81 1,577.20 1,166.78 1,818.30 108.29% 

7 致君制药 22,408.57 22,267.17 20,572.91 23,256.16 22,991.98 24,187.87 94.64% 

8 国药一心 11,350.04 10,748.00 10,337.43 11,396.58 -3,764.93 12,613.22 51.56% 

 合计 69,614.85 65,841.22 47,848.04 70,955.75 61,215.26 76,992.88 83.58% 

依据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按照股份补偿的计算公式计算，2018 年各交易对方应向公司予以股份补偿

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标的 

三年累计业绩实现情况与

业绩承诺的差异（万元） 

业绩承诺

方 

业绩承诺方持有交

易标的的股权比例 

应予补偿

的股份数 

1 国药一心 -16,835.26 
国药控股 26% 14,003,209 

杭州潭溪 25% 13,464,625 

2 国药致君 -3,737.74 国药一致 51% 1,822,076 

2019 年 4 月 17 日，现代制药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无偿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代制药将督促国药控股、杭州潭溪、国药一致等交易对方按照《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方式及时履行补偿义务，上市公司也

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9 年 4 月 17 日，现代制药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上市公司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09,767,4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105,622,687.00 元。该议案尚需提交现代制药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如该利润分配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约定，国药控股、杭州潭溪、国药一致由于相应交易标的未能完成

业绩承诺，需将回购股份数对应的现金分红无偿转赠公司。 

此外，以上交易对方本年度回购股份对应的 2016 年度、2017 年度现金分

红也应无偿转赠上市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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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

标的 

三年累计业绩

实现情况与业

绩承诺的差异

（万元） 

业绩

承诺

方 

应予补偿

的股份数 

2016 年度无

偿赠回公司

的现金分红

金额（元） 

2017 年度无

偿赠回公司

的现金分红

金额（元） 

2018 年度无

偿赠回公司的

现金分红金额

（元） 

1 
国 药

一心 
-16,835.26 

国药

控股 
14,003,209 1,820,417.17 700,160.45 1,400,320.90 

杭州

潭溪 
13,464,625 1,750,401.25 673,231.25 1,346,462.50 

2 
国 药

致君 
-3,737.74  

国药

一致 
1,822,076 236,869.88 91,103.80 182,207.60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6 年、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本次重

组部分标的资产存在业绩承诺未实现的情况，根据现代制药及重组交易对方签署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补偿相应数量的股份。其中

2016 年、2017 年涉及的股份补偿事项已经完成，2018 年相关补偿议案尚需提

交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上市公司及业绩

承诺方履行相关股份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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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及运作情况概述 

（一）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确保股东大会以公正、公开的方式作出

决议，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权益。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各种方

式，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途

径，确保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决定

权。 

（二）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

控股股东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保持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业

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三）董事与董事会 

公司董事的选举、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

例、董事会职权的行使、会议的召开等均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且公司各董事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

严格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约束和

激励。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监督并避免其与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

监督并规范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四）监事与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能够依据《公司章程》等制度，定期召开监事会会议，履行对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以及公司财务的监督与监察职责，并对董事会提

出相关建议和意见。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为监事正常履行职责提

供必要的协助，保障监事会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的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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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除按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外，公司保

证主动、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的信息，并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上市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

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公平地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27 

第五节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按照公布的重

组方案履行，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未发现上市公司及

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履行承诺的其它重大事项，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交

易各方履行各自责任和义务。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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