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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结果结果结果结果暨暨暨暨股份股份股份股份变动公告变动公告变动公告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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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价格：11.83元/股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发行数量发行数量发行数量（（（（股股股股）））） 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月月月月））））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455,289,547 36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169,028,205 36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0年 2月 10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证券登记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本次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的 455,289,547股股份以及向上海上实发行的

169,028,205股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即在证券登记公司办妥本次非

公开发行约定之种类和数额的股票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预

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3年 2月 10日 

资产过户情况：截至 2010年 2月 10日，上药集团和上海上实已经完成了认

购股份资产和现金的过户登记手续或实际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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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本公告涉及的简称本公告涉及的简称本公告涉及的简称本公告涉及的简称、、、、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上海医药、公司、本

公司 

指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实医药 指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药业 指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药集团 指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集团 指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控股 指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 

指 上海医药换股吸收合并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上

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上海医药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

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的行为，上述三项交易共

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事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

部门的批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本次非公

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上

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行为 

本次向上药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医药和上药集团签署的《关于上海市医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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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 

交易交割日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生效后，就本次向上药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双方协商确定的上药集

团向上海医药交付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的日期，

即 2010年 2月 3日 

本次向上海上实发行

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

买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

买资产的行为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

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

资产协议》 

指 上海医药、上海上实、上实控股签署的《关于上

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暨购

买资产之协议》 

《资产转让交割协

议》 

指 上海医药与上药集团于交易交割日（2010年 2 月

3 日）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协议》 

信谊药厂 指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第一生化 指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三维有限 指 上海三维有限公司 

三维制药 指 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药材公司 指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 

中华药业 指 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风 指 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施贵宝 指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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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味之素 指 上海味之素氨基酸有限公司 

信谊天一 指 上海信谊天一药业有限公司 

信谊黄河 指 上海信谊黄河制药有限公司 

物资供销公司 指 上海医药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进出口公司 指 上海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市商委 指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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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东洲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09年 6月 30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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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概况发行概况发行概况发行概况 

（（（（一一一一））））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概述发行概述发行概述发行概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包含如下两项交易： 

1、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医药资产。上药集团用以

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为信谊药厂100%股权、第一生化100%股权、三维有限100%

股权、三维制药48%股权、药材公司100%股权、中华药业100%股权、青岛国风

63.93%股权、上海施贵宝30%股权、上海味之素38%股权、信谊黄河36%股权、

信谊天一41.43%股权、物资供销公司100%股权、进出口公司100%股权及部分实

物资产（以下简称“注入资产”），上述注入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根据

上海东洲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本次购买上药集团资产

的评估值合计为538,607.53万元。上海医药以发行45,528.95万股A股作为支付对

价，发行价格为上海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

日的A股股票交易均价，即每股11.83元。 

2、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

医药资产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其医

药资产。本次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包括上实医药科技100%股权、MERGEN 

70.41%股权和复旦张江9.28%股权。上述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9.28%

复旦张江股权除外），根据上海东洲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

案，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暨购买资产协议》，本次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价

值合计为199,960.37万元。据此，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16,902.82万股A股，

所得199,960.37万元作为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交易对价。上述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上海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A股股票

交易均价，即每股11.83元。 

（（（（二二二二））））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履行的相关程序履行的相关程序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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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上海医药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了全部所

需的授权及批准： 

1、、、、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 

2009年 10 月 14 日，上海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009年 11月 5 日，上海医药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009年 11月 9日，上海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上药集团签订并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 

（1） 上药集团 

上药集团于 2009年 8 月 14日召开的 2009年第二次股东会作出决议，上药

集团股东上海上实、华源集团均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安排； 

上药集团于 2009年 8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的决议。 

（2） 上实控股 

上实控股于 2009年 10月 14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上海医药向

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等决议； 

2009年 11月 16日，上实控股股东大会批准向上海医药出售资产。 

（3） 上海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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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实于 2009年 9月 28日签署的第 144号董事会决议已经通过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 

（4） 上实集团 

上实集团于 2009年 9月 28日签署的第 603号执行董事会决议通过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 

3、、、、主管机关的授权主管机关的授权主管机关的授权主管机关的授权与批准与批准与批准与批准 

（1）上海市国资委于 2009年 9月 24日出具了沪国资委重[2009]491号《关

于同意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购买可

行性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上海市国资委于 2009年 11月 3 日出具《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

权(2009)600号]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3）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依据的评估价值，以及上海

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购买上实控股医药资产所依据的评估价值已分别经上

海市国资委沪国资评备[2009]第 389号文、沪国资评备[2009]第 390号文、沪国

资评备[2009]第 391号文备案； 

（4）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颁发商境外投资证第

3100200900184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批准上海医药购买上实控股持有的

MERGEN 70.41%的股权； 

（5）国家发改委于 2009年 12月 15日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上海市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医药资产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外

资[2009]3196号），同意上海医药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境外投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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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务部于 2009年 12月 22日出具《商务部关于同意上海市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商合批[2009]331

号），同意上海医药收购上实医药科技 100%股权； 

（7）中国证监会已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第 132 号]，核准上海医药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并同时出具《关于核准豁免上海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0)第 133号]，核准豁免上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增持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8）2010年 2月 3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核准了关于上海味之素、信谊黄

河、上海施贵宝股权转让的申请。 

（（（（三三三三））））    上海医药上海医药上海医药上海医药向向向向上药集团上药集团上药集团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4） 发行数量：455,289,547股。 

5） 发行价格：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的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11.83元/股。 

6） 发行股票对象：上药集团。 

7） 本次发行的对价：本次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医药资产，该等资产

的资产评估值为 5,386,075,346.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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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份锁定期：上药集团承诺自本次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即

上药集团在证券登记公司办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约定之种类和数额的

股票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上海医药股

份。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0年 2月 10日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

续。 

2 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药集团以注入资产认购本次上海医药非

公开发行的 455,289,547股股份。 

1） 上海东洲对上药集团注入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9年 6月 30日的净资

产值出具了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90475171号《资产评估报告》，并

经上海市国资委沪国资评备[2009]第 389号备案。 

2） 上药集团注入资产中股权类资产具体为：信谊药厂 100%股权；第一生

化 100%股权；三维有限 100%股权；三维制药 48%股权；药材公司 100%

股权；中华药业 100%股权；青岛国风 63.93%股份；上海施贵宝 30%股

权； 上海味之素 38%股权；信谊黄河 36%股权；信谊天一 41.43%股权；

物资供销公司 100%股权和进出口公司 100%股权。上述 13家公司相应

股权已经履行完毕产权交割手续，其中上药集团所持上海施贵宝、上海

味之素、信谊黄河的相应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医药事宜已经获得外资主

管部门的核准。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 13 家股权已经过户至上海

医药。 

3） 上药集团注入资产中非股权类资产主要包括：上药集团部分固定资产

（车辆、设备等）、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在研品种）和一幢房产。上

药集团拥有的前述相关固定资产（车辆、设备等）以及在建工程所涉及

的实物已于交易交割日交由上海医药实际占有和使用；在研品种所涉及

的专利权（包括已授权的及正在申请的）合作协议、信息资料（包括但

不限于与在研品种相关的完整报批资料、产品制备方法、工艺、实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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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等信息以及记载该等信息的书面或电子文档）等已经于交易交割日交

付至上海医药；固定资产中的车辆已经全部完成车辆过户至上海医药的

手续；房产已于交易交割日实际交付给上海医药全资子公司上海中华药

业有限公司占有和使用。 

综上，本次上药集团注入资产之股权类资产已过户给上海医药，其他非股权

类资产已实际转移交付给上海医药。 

3 验资情况 

立信对本次向上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0）第 10106号的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0年 2月 4日止，

上海医药已收到上药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455,289,547.00元。 

（（（（四四四四））））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股份募集资金股份募集资金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

购买资产购买资产购买资产购买资产 

1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4） 发行数量：169,028,205股。 

5） 发行价格：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的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11.83元/股。 

6） 发行股票对象：上海上实。 

7） 本次发行的对价：1,999,603,673.24元现金。 

8） 募集资金总额：向上海上实共计募集现金 1,999,603,673.24元。 

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购买的资产：根据《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

股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用该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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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医药科技 100%股权、MERGEN 70.41%股权及复旦张江 9.28%股

权。 

10）股份锁定期：上海上实承诺自本次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即

上海上实在证券登记公司办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约定之种类和数额的

股票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上海上实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上

海医药股份。 

2 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0年 2月 10日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

续。 

3 验资情况 

本次向上海上实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已实际缴付至上海医药。 

立信对本次向上海上实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资，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0）第 10106号的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0年 2 月 4 日，

上海医药已收到上海上实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69,028,205.00元。 

 

三三三三、、、、    发行结果发行结果发行结果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及发行对象情况及发行对象情况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一一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表所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表所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表所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发行数量发行数量发行数量（（（（股股股股）））） 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月月月月））））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455,289,547 36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169,028,205 36 

（（（（二二二二））））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 上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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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药集团成立于1997年4月23日，住所地为上海市张江路92号，法定代表人

吕明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5872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15872万元，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经营范围为医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片剂、胶囊剂、

气雾剂、免疫制剂、颗粒剂、软膏剂、丸剂、口服液、吸入剂、搽剂、酊剂、栓

剂、原料药)、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科研、制造和销售，医药装备制造、销售

和工程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国家批准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

凭许可证经营)。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09年6月18日，上药集团持有上海医药225,897,761

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39.69%）；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药集团持有上

海医药的股份增加至681,187,308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57.08%）。 

2 上海上实 

上海上实成立于1996年8月20日，住所地为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21

楼，法定代表人为张志群，注册资本为185,9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185,9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独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2009年6月18日，上海上实不直接持有上海医药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海上实直接持有上海医药169,028,205股股份（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的14.16%）。 

3 上海上实持有上药集团 60%的股权，上药集团和上海上实的最终实际控

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因此，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上海上实与上药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四四四、、、、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前后上海医药股东变化的情况发行前后上海医药股东变化的情况发行前后上海医药股东变化的情况发行前后上海医药股东变化的情况 

（（（（一一一一））））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前上海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发行前上海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发行前上海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发行前上海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上海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持股数量持股数量持股数量（（（（股股股股））））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股份种类股份种类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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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25,897,761 39.69% 

其中 168,980,473

股为 A 股限售流

通股；56,917,288

股为 A 股流通股 

2 湖南敦泰冶金有限公司 5,300,000 0.93% A 股流通股 

3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巴黎

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651,294 0.82% A 股流通股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00,000 0.53% A 股流通股 

5 
中国银行－友邦华泰积极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0,874 0.39% A 股流通股 

6 
北京山通投资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2,099,497 0.37% A 股流通股 

7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

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99,950 0.35% A 股流通股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 

1,536,528 0.27% A 股流通股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5,170 0.27% A 股流通股 

10 马炳臣 1,506,790 0.26% A 股流通股 

 

（（（（二二二二））））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后上海医药发行后上海医药发行后上海医药发行后上海医药后后后后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0年 2月 10日，上海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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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持股数量持股数量持股数量（（（（股股股股））））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股份种类股份种类股份种类 

1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681,187,308 57.08% A 股限售流通股 

2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169,028,205 14.16% A 股限售流通股 

3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

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5,845,543 1.33% A 股流通股 

4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

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01,388 1.01% A 股流通股 

5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

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388,149 0.87% A 股流通股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 
9,999,715 0.84% A 股流通股 

7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精

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295,774 0.61% A 股流通股 

8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国 A 股基金 
6,503,888 0.54% A 股流通股 

9 中国建设银行—兴业社会责

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99,928 0.47% A 股流通股 

10 湖南敦泰冶金有限公司 5,190,000 0.43% A 股流通股 

综上，本次发行后，上药集团仍是上海医药的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没

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五五五、、、、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所占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8,980,473 624,317,752 793,298,225 66.4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00,192,411 0 400,192,411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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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股份总额股份总额股份总额股份总额 569,172,884 624,317,752 1,193,490,636 100% 

 

六六六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一一一））））    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资产规模大幅上升，债务结构得以优化，偿债能

力大幅提高，盈利能力明显增强，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均有显著增厚。 

（（（（二二二二））））    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主要从事以分销为主的医药商业业务；本次发行后，

本公司将拥有包括医药研发与制造、医药分销和医药零售在内的完整的医药

产业链，通过对旗下各种产业资源的全面整合，促进医药工业、医药商业板

块之间的协同及联动发展，进一步提升营运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改善经营

业绩。 

（（（（三三三三））））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进一步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的职责，使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

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强董事会下属发展与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形成完备规范

的议事规则、决策机制、决策评估和责任追究机制。 

（（（（四四四四））））    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发行未对本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产生影响。 

（（（（五五五五））））    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基本解决同业竞争，大幅减少关联交易，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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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机构情况机构情况机构情况 

（（（（一一一一））））    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二座 27层及 28层 

经办人员： 魏奇、韩敏、王晶、杨浩、吴迪、王寅 

电话： 010－6505 1166/ 021－5879 6226 

传真： 010－6505 1156/ 021－5879 7827 

（（（（二二二二））））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法律顾问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管建军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号 3104-3106室 

经办人员： 韦玮、张莹 

电话： 021－5234 1668 

传真： 021－5234 1670 

（（（（三三三三））））    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建弟 

注册地址： 上海南京东路 61号新黄浦金融大厦四楼 

经办人员： 吕秋萍、李元平、朱荣元、刘弋、王凌云、陈春晖、张昕、

王英、朱晓东 

电话： 021－6339 1166 

传真： 021－6339 2558 

（（（（四四四四））））    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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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889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19楼 

经办人员： 方明、孙业林 

电话： 021－5240 2166 

传真： 021－6225 2086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验资报告； 

2、资产转移手续完成的相关证明文件及律师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实施情况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出具的核查意见； 

4、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6、其他材料。 

以上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延安西路 1566号 23楼 

联系人：曹伟荣、陆地 

电话：021－52588888－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021－52586299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2月 12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实施结果实施结果实施结果实施结果 

之之之之 

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201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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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规范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

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出具了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的依据是交易各方提供的资料，交易各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

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及时，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

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专项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

根据本专项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顾问不承

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专项核查意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

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报告书和相关的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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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上

海医药、吸并方 

指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上实医药 指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药业 指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药集团 指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集团 指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控股 指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上海医药换股吸收合并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上

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上海医药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

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的行为，上述三项交易共

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事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

部门的批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上海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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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 

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

向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的行为 

本专项核查意见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

果之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向上药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行为 

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上海医药和上药集团签署的《关于上海市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以及相关

补充协议 

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 指 上海医药以现金向上实控股购买的资产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

实发行股份募集资

金，并以该等资金向

上实控股购买资产协

议》 

指 上海医药、上海上实、上实控股签署的《上海医

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

向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以及相关补充协议 

《资产转让交割协

议》 

指 2010 年 2 月 3 日，上海医药和上药集团签署的《资

产转让交割协议》 

交易交割日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生效后，就本次向上药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双方协商确定的上药集

团向上海医药交付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的日期，

即 2010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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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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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信谊药厂 指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第一生化 指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三维有限 指 上海三维有限公司 

三维制药 指 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药材公司 指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 

中华药业 指 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风 指 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施贵宝 指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味之素 指 上海味之素氨基酸有限公司 

信谊天一 指 上海信谊天一药业有限公司 

信谊黄河 指 上海信谊黄河制药有限公司 

物资供销公司 指 上海医药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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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司 指 上海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东洲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医药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定价基准日 指 上海医药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即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09 年 6 月 30 日 

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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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按照独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如下：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包含如下两项交易： 

（（（（一一一一））））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 

上海医药拟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医药资产。上药集团用

以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为信谊药厂100%股权、第一生化100%股权、三维有限

100%股权、三维制药48%股权、药材公司100%股权、中华药业100%股权、青岛

国风63.93%股权、上海施贵宝30%股权、上海味之素38%股权、信谊黄河36%股

权、信谊天一41.43%股权、物资供销公司100%股权、进出口公司100%股权及部

分实物资产，上述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根据上海东洲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本次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538,607.53万元。上海医药以发行45,528.95万股A股作为支付对价，发行价格为

上海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A股股票

交易均价，即每股11.83元。 

（（（（二二二二））））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

购买医药资产购买医药资产购买医药资产购买医药资产 

上海医药拟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其

医药资产。本次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包括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MERGEN BIOTECH LTD 70.41%股权和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9.28%股权。上述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9.28%复旦张江股权

除外），根据东洲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以及《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暨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199,960.37万元。据此，上海医药拟向上海上实发行16,902.82万股A股，所得

199,960.37万元作为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交易对价。上述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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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A股股票交

易均价，即每股11.83元。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授权与批准 

（（（（一一一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授权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授权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授权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授权与批准 

1、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 

2009年10月14日，上海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009年11月5日，上海医药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009年11月9日，上海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

药集团签订并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 

（1） 上药集团 

上药集团于2009年8月14日召开的2009年第二次股东会作出决议，上药集团

股东上海上实、华源集团均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安排； 

上药集团于2009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的决议。 

（2） 上实控股 

上实控股于2009年10月14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上海医药向上

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等决议； 

2009年11月16日，上实控股股东大会批准向上海医药出售资产。 

（3） 上海上实 

上海上实于2009年9月28日签署的第144号董事会决议已经通过关于本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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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 

（4） 上实集团 

上实集团于2009年9月28日签署的第603号执行董事会决议通过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 

3、主管机关的授权与批准 

（1） 上海市国资委于2009年9月24日出具了沪国资委重[2009]491号《关于

同意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购买可行

性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 上海市国资委于2009年11月3日出具《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

(2009)600号]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3）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依据的评估价值，以及上

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购买上实控股医药资产所依据的评估价值已分别经

上海市国资委沪国资评备[2009]第389号文、沪国资评备[2009]第390号文、沪国

资评备[2009]第391号文备案； 

（ 4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颁发商境外投资证第

3100200900184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批准上海医药购买上实控股持有的

MERGEN 70.41%的股权； 

（5） 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上海市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医药资产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外

资[2009]3196号），同意上海医药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境外投资相关事项； 

（6）商务部于2009年12月22日出具《商务部关于同意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商合批[2009]331

号），同意上海医药收购上实医药科技100%股权； 

（7） 中国证监会已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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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第132号]，核准上海医

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并同时出具《关于核准豁免上海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0)第133号]，核准豁免上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增持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8）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2010年2月3日核准了关于上海味之素、信谊黄河、

上海施贵宝股权转让的申请。 

（（（（二二二二））））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授权与批准的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授权与批准的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授权与批准的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授权与批准的核查

意见意见意见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法定的授权及批准程序。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对价支付情况 

（（（（一一一一））））    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 

上海医药已依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上药集团发行了

455,289,547股A股普通股股份。根据证券登记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向上药集团发行的上海医药新增股份共计455,289,547股已经

登记在上药集团名下（其中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455,289,547股，限售期为36

个月）。 

就上述发行股份的认购对价，上药集团向上海医药支付的对价主要包括股权

类资产和非股权类资产。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10106 号《验资

报告》，上药集团已经足额缴纳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价。 

1、股权类资产交割 

上药集团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注入上海医药的股权类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上药集团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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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谊药厂 100% 

2 第一生化 100% 

3 三维有限 100% 

4 三维制药 48% 

5 药材公司 100% 

6 中华药业 100% 

7 青岛国风 63.93% 

8 上海施贵宝 30% 

9 上海味之素 38% 

10 信谊黄河 36% 

11 信谊天一 41.43% 

12 物资供销公司 100% 

13 进出口公司 100%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上述 13 家公司相应股权已办理产权交割手续，其

产权已经转移至上海医药名下，其中上药集团所持上海施贵宝、上海味之素、信

谊黄河的相应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医药事宜已经获得外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本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 13 家股权已经过户至上

海医药。 

2、非股权类资产交割 

根据《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上海医药

拟购买的非股权类资产主要包括：上药集团部分固定资产（车辆、设备等）、在

建工程、无形资产（在研品种）和一幢房产。 

（1）固定资产(车辆和设备)、在建工程及在研品种 

经上药集团确认，上述上药集团拥有的固定资产（车辆和设备）、在建工程

权属清晰、完整，未设定抵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遭司法查封或冻结。 

根据上海医药和上药集团于 2010 年 2 月 3 日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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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同日由上海医药、上药集团、中华药业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协议》，上药

集团拥有的前述相关固定资产（车辆、设备等）以及在建工程所涉及的实物已于

交易交割日交由上海医药实际占有和使用，在研品种所涉及的专利权（包括已授

权的及正在申请的）合作协议、信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与在研品种相关的完整

报批资料、产品制备方法、工艺、实验数据等信息以及记载该等信息的书面或电

子文档）等已经于交易交割日交付至上海医药。 

固定资产中的车辆已经全部完成车辆过户至上海医药的手续。 

（2）房产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未字第 0211 号房产契证，位于湖北西堤别墅 6 号的房

产，地号为八段 1001-5 号，建筑面积为 104.1 平方米。目前权证记载的权利人是

上海中华制药厂。 

根据上药集团的说明，上海中华制药厂曾为上药集团的子公司，2003 年 6

月上药集团出具《关于设立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华药业分公司的通知》[沪

医药技(2003)191 号]，决定设立上药集团中华药业分公司，原上海中华制药厂的

相关资产并入上药集团，但该房产的权利人尚未过户至上药集团。2009 年初，

上药集团出具《关于组建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医药投(2008)279 号]，

决定以中华药业分公司和非处方药分公司的主要资产组建设立中华药业。 

国浩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房产已于交易交割日实际交付给上海医药的全资

子公司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占有和使用。 

经审慎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资产转让交割协议》，上述房产

已于交易交割日实际交付给上海医药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占有

和使用。 

 

（（（（二二二二））））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情况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情况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情况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上海医药已依照《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

上实控股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上海上实发行 169,028,205 股 A 股普通股股

份，共计募集现金 1,999,603,673.24 元，上海医药已用该等现金作为支付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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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控股资产的对价向上实控股支付（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扣缴税费除外）。

根据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向上海上实发行的上海医药新

增股份共计 169,028,205 股已经登记在上海上实名下（其中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

量为 169,028,205 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就上述发行股份的认购对价，上海上实向上海医药支付的对价为现金。根据

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10106 号《验资报告》，上海上实已经足额缴

纳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价。 

 

四、 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之间产生的损益尚待审

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并按照相关协议分配上述期间损益。 

2、上海医药尚待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向工商管理机关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海医药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作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价

的股权类资产已过户给上海医药，其他实物资产已实际转移交付给上海医药，现

金资产已实际缴付至上海医药；上海医药已向上药集团和上海上实支付对价股

份，并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专项核查意见披露的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海医药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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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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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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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国浩律师集团国浩律师集团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事务所事务所事务所事务所 

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实施情况实施情况实施情况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之法律意见书之法律意见书之法律意见书 

致致致致：：：：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法律意见书引言法律意见书引言法律意见书引言法律意见书引言 

一一一一、、、、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依据与申明事项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依据与申明事项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依据与申明事项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依据与申明事项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或“公司”）的委托，担任上海医药换股吸收合并、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重组”）的专

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

修订稿）》（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下简称“《26号准则》”）

等现行公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上海医药向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海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的行为（以下合称“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所律

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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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重组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核实验证，法

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

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听取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

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均应对本所律师作出如

下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均是完整的、真实的、

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

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本所律师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提供的相关文件根据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进行核查，本所律师是以某项事项发生之时所适用的法

律、法规为依据认定该事项是否合法、有效，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

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

关部门、其他有关机构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

料，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其相关公告中部分或全部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

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二、、、、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定义与简称定义与简称定义与简称定义与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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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下含义： 

上海医药 指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实医药 指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药业 指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药集团 指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集团 指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 指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控股 指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 
指 上海医药换股吸收合并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上

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上海医药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

上实控股购买医药资产的行为，上述三项交易共

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事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

部门的批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新上药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上海医药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本次非公

开发行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上

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行为 

本次向上药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 

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上海医药和上药集团签署的《关于上海市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 

交易交割日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生效后，就本次向上药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双方协商确定的上药集

团向上海医药交付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的日期，

即 2010年 2月 3日 

本次向上海上实发行

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

买资产 

指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

买资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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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 指 上海医药以现金向上实控股购买的资产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

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

资产协议》 

指 上海医药、上海上实、上实控股签署的《关于上

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暨购

买资产之协议》 

《资产转让交割协

议》 
指 上海医药与上药集团于交易交割日（2010年 2 月

3 日）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协议》 

信谊药厂 指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第一生化 指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三维有限 指 上海三维有限公司 

三维制药 指 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药材公司 指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 

中华药业 指 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风 指 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施贵宝 指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味之素 指 上海味之素氨基酸有限公司 

信谊天一 指 上海信谊天一药业有限公司 

信谊黄河 指 上海信谊黄河制药有限公司 

物资供销公司 指 上海医药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进出口公司 指 上海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实医药科技 指 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MERGEN 指 MERGEN BIOTECH LIMITED 

复旦张江 指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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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所、国浩 指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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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东洲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医药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35号） 

《2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定价基准日 指 上海医药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09年 6月 30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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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法律意见书正文法律意见书正文法律意见书正文 

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述产概述产概述产概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包含如下两项交易： 

1.1 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 

上海医药拟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医药资产。上药集团用

以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为信谊药厂100%股权、第一生化100%股权、三维有限

100%股权、三维制药48%股权、药材公司100%股权、中华药业100%股权、青岛

国风63.93%股权、上海施贵宝30%股权、上海味之素38%股权、信谊黄河36%股

权、信谊天一41.43%股权、物资供销公司100%股权、进出口公司100%股权及部

分实物资产，上述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根据上海东洲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本次拟购买上药集团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538,607.53万元。上海医药以发行45,528.95万股A股作为支付对价，发行价格为

上海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A股股票

交易均价，即每股11.83元。 

1.2 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医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医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医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医

药资产药资产药资产药资产 

上海医药拟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以该等资金向上实控股购买其

医药资产。本次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包括上实医药科技100%股权、MERGEN 

70.41%股权和复旦张江9.28%股权。上述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作价依据（9.28%

复旦张江股权除外），根据东洲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

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暨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价值

合计为199,960.37万元。据此，上海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16,902.82万股A股，所

得199,960.37万元作为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交易对价。上述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上海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A股股票

交易均价，即每股11.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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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发非公开发非公开发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股份购买资产行股份购买资产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准与授权的批准与授权的批准与授权的批准与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医药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取得了全部所需的授权及批准： 

2.1 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上海医药的授权与批准 

2009年 10 月 14 日，上海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009年 11 月 5 日，上海医药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009年 11月 9日，上海医药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上药集团签订并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2 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交易相关方的授权与批准 

（1） 上药集团 

上药集团于 2009年 8 月 14日召开的 2009年第二次股东会作出决议，上药

集团股东上海上实、华源集团均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安排； 

上药集团于 2009年 8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的决议。 

（2） 上实控股 

上实控股于 2009年 10月 14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上海医药向

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等决议； 

2009年 11月 16日，上实控股股东大会批准向上海医药出售资产。 

（3） 上海上实 

上海上实于 2009年 9月 28日签署的第 144号董事会决议已经通过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 

（4） 上实集团 

上实集团于 2009年 9月 28日签署的第 603号执行董事会决议通过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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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管机关的授权与批准主管机关的授权与批准主管机关的授权与批准主管机关的授权与批准 

（1）上海市国资委于 2009年 9月 24日出具了沪国资委重[2009]491号《关

于同意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购买可

行性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2）上海市国资委于 2009年 11月 3 日出具《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

权(2009)600号]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3）上海医药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依据的评估价值，以及上海

医药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购买上实控股医药资产所依据的评估价值已分别经上

海市国资委沪国资评备[2009]第 389号文、沪国资评备[2009]第 390号文、沪国

资评备[2009]第 391号文备案； 

（4）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颁发商境外投资证第

3100200900184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批准上海医药购买上实控股持有的

MERGEN 70.41%的股权； 

（5）国家发改委于 2009年 12月 15日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上海市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医药资产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外

资[2009]3196号），同意上海医药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境外投资相关事项； 

（6）商务部于 2009年 12月 22日出具《商务部关于同意上海市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商合批[2009]331
号），同意上海医药收购上实医药科技 100%股权； 

（7）中国证监会已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第 132 号]，核准上海医药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并同时出具《关于核准豁免上海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0)第 133号]，核准豁免上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增持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8）2010年 2月 3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核准了关于上海味之素、信谊黄

河、上海施贵宝股权转让的申请。 

3.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主体资格以及认购对象主体资格发行的发行人主体资格以及认购对象主体资格发行的发行人主体资格以及认购对象主体资格发行的发行人主体资格以及认购对象主体资格 

3.1 上海医药上海医药上海医药上海医药主体资格主体资格主体资格主体资格 

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00000002622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海医药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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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6917.2884万元，住所为浦东新区金桥路 1399号，法定代表人为吕明方，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疫苗的批发，各

类医疗器械，制药设备，化学危险品，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日用百货，

商务咨询及上述经营范围内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制药设备、医疗器

械仪器及设备的租赁、仓储，海上、陆路、航空货运代理业务，寄递服务（除信

件），自有房屋租赁，社会经济咨询，广告制作、代理，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

车辆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上海医药已经通过 2008年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医药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且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医药未出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目前适用之

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上海医药具备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体资格。 

3.2 上药集团的主体资格上药集团的主体资格上药集团的主体资格上药集团的主体资格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10000000052016号《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上药集团成立于 1997年 4月 23日，住所地为上海市张江路 92号，法定代

表人吕明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5872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15872万元，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经营范围为医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片剂、

胶囊剂、气雾剂、免疫制剂、颗粒剂、软膏剂、丸剂、口服液、吸入剂、搽剂、

酊剂、栓剂、原料药)、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科研、制造和销售，医药装备制

造、销售和工程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国家批准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

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已通过 2008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药集团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且截止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药集团未出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目前适用之公司

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上药集团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上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上实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持股份而

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已经被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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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海上实的主体资格上海上实的主体资格上海上实的主体资格上海上实的主体资格 

根据上海市工商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10000000046524《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上海上实成立于 1996年 8月 20日，住所地为上海市淮海中路 98号金钟广

场 21 楼，法定代表人为张志群，注册资本为 185,9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

185,900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独资），经营范围为：实业

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已经通过

2008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海上实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且截止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上实未出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目前适用之公司

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上海上实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上海上实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药集团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持股份而

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已经被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 

4.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非公开发行发行发行发行涉及的涉及的涉及的涉及的对价支付情况对价支付情况对价支付情况对价支付情况 

4.1 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向上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对价支付情况 

    上海医药将依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上药集团发行

455,289,547股 A 股普通股股份。 

就上述发行股份的认购对价，上药集团向上海医药支付的对价主要包括股权

类资产和非股权类资产。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10106 号《验资

报告》，上药集团已经足额缴纳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价。 

根据证券登记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向上

药集团发行的上海医药新增股份共计 455,289,547股已经登记在上药集团名下

（其中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455,289,547股，限售期为 36个月）。 

4.1.1 股权类资产交割 

上药集团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注入上海医药的股权类资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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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上药集团持股比例 

1 信谊药厂 100% 

2 第一生化 100% 

3 三维有限 100% 

4 三维制药 48% 

5 药材公司 100% 

6 中华药业 100% 

7 青岛国风 63.93% 

8 上海施贵宝 30% 

9 上海味之素 38% 

10 信谊黄河 36% 

11 信谊天一 41.43% 

12 物资供销公司 100% 

13 进出口公司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13 家公司相应股权已经履行完毕产权交割手续，其

产权已经转移至上海医药名下，其中上药集团所持上海施贵宝、上海味之素、信

谊黄河的相应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医药事宜已经获得外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本所

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 13家股权已经过户至上海医药。 

4.1.2 非股权类资产交割 

根据《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上海医药

拟购买的非股权类资产主要包括：上药集团部分固定资产（车辆、设备等）、在

建工程、无形资产（在研品种）和一幢房产。 

（1） 固定资产(车辆和设备)、在建工程及在研品种 

①经上药集团确认以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述上药集团拥有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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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和设备）、在建工程权属清晰、完整，未设定抵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亦未遭司法查封或冻结。 

②根据上海医药和上药集团于2010年 2月3日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协议》，

以及同日由上海医药、上药集团、中华药业签署的《资产转让交割协议》，上药

集团拥有的前述相关固定资产（车辆、设备等）以及在建工程所涉及的实物已于

交易交割日交由上海医药实际占有和使用，在研品种所涉及的专利权（包括已授

权的及正在申请的）合作协议、信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与在研品种相关的完整

报批资料、产品制备方法、工艺、实验数据等信息以及记载该等信息的书面或电

子文档）等已经于交易交割日交付至上海医药。 

③固定资产中的车辆已经全部完成车辆过户至上海医药的手续。 

（2） 房产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未字第 0211号房产契证，位于湖北西堤别墅 6 号的房

产，地号为八段 1001-5号，建筑面积为 104.1平方米。目前权证记载的权利人是

上海中华制药厂。 

根据上药集团的说明并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海中华制药厂曾为上药集团的

子公司，2003年 6月上药集团出具《关于设立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华药业

分公司的通知》[沪医药技(2003)191号]，决定设立上药集团中华药业分公司，原

上海中华制药厂的相关资产并入上药集团，但该房产的权利人尚未过户至上药集

团。2009年初，上药集团出具《关于组建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医

药投(2008)279号]，决定以中华药业分公司和非处方药分公司的主要资产组建设

立中华药业。 

根据《资产转让交割协议》，上述房产已于交易交割日实际交付给上海医药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占有和使用。 

4.2 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的的的的现金对价支付情况现金对价支付情况现金对价支付情况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上海医药将依照《向上海上实发行股份并向上实控股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向上海上实发行 169,028,205股 A 股普通股股份，共计募集现金 1,999,603,6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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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就上述发行股份的认购对价，上海上实向上海医药支付的对价为现金。根据

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10106 号《验资报告》，上海上实已经足额缴

纳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价。 

上海医药已用该等现金作为支付拟购买上实控股资产的对价向上实控股全

额支付（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扣缴税费除外）。根据证券登记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向上海上实发行的上海医药新增股份共计

169,028,205股已经登记在上海上实名下（其中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169,028,205股，限售期为 36个月）。 

5. 相关后续事项相关后续事项相关后续事项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的合规性的合规性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评估基准日至交易交割日期间拟

购买上药集团资产的损益由上药集团享有和承担。该等损益将由立信对评

估基准日至交易交割日期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确认。 

（2） 上海医药尚待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向工商管理机关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海医药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6. 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上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作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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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类资产已过户给上海医药，现金资产已实际缴付至上海医药，其他相

关资产已实际转移交付给上海医药； 

（3） 就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尚须履行的后续事项，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海医药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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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法律意见书结尾法律意见书结尾法律意见书结尾法律意见书结尾 

 

一一一一、、、、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由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

经办律师为韦玮律师、张莹律师。 

 

二二二二、、、、法律意见书的正法律意见书的正法律意见书的正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副本份数副本份数副本份数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七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与附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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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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