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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

因该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17 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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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周斌

先生、李智明先生、董增贺先生、魏宝康先生和李晓娟女士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还需提交现代制药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

团”）、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对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表示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我们认真地审议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此

议案投赞成票并认为： 

1、公司为医药制造企业，不可避免需与国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产生销售和

采购、劳务提供和接受、房屋租赁等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以上日

常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

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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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420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2019-028 

2、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周斌先生、李智明先生、董

增贺先生、魏宝康先生和李晓娟女士回避了表决，公司的审议、决策及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对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

司充分借助关联方研发平台、集中配送及零售平台和其他相关优势资源的前提

下发生的，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该日常关

联交易的价格是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 年 3 月 20 日，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 2018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做出预计，

该议案后经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报告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

计发生额 

2018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1 购买商品 

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10,048.71 

      833.84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1,066.60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6,884.78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288.99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31.60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8.62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0.10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2.12  

合  计 10,048.71  9,126.65  

 

销售产

品、提供

劳务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140,986.19 

        370.31  

北京富盛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66  

佛山盈天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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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

计发生额 

2018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国药集团承德药材有限公司         132.8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108,864.21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1,114.06 

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9,985.10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29.82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0.64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0.98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1.43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14  

国药集团武汉中联四药药业有限公司         225.00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259.60  

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186.21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65.10  

合  计 140,986.19    121,242.53 

3 
接受劳

务、服务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10,445.59 

       91.40  

中国医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 127.58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37.22  

上海数图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6.02  

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53.19  

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11.32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872.51  

上海益鑫商务有限公司           0.51  

上海瀛科隆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59.44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0.67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98.84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6.60 

国药集团健康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2.64 

国药奇贝德（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7.38  

合  计 10,445.59 1,675.33  

4 
房屋租赁

（出租）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60.98 

6.20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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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

计发生额 

2018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责任公司 

5 
房屋租赁

（承租）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177.90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158.17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66.71  

合  计 3,560.98 1,532.42 

6 
往来贷款

利息支出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6,576.84 

2,202.43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411.64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1.30 

合  计 6,576.84 2,725.37 

公司 2018 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均在在年初预计金额范围内，未发

生超出预计范围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金额和类别 

根据 2018 年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考虑到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发

展情况，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在销售和采购等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将会

有一定幅度增加。综合考虑公司母体及子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现状，现对 2019 年

日常关联交易作出如下预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19 年度预

计发生金额 

1 购买商品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9,126.65 10,884.22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121,242.53 140,195.16 

3 接受劳务 1,675.33 4,342.25 

4 房屋租赁（出租） 29.64 36.40 

5 房屋租赁（承租） 1,502.78 4,443.35 

6 贷款利息 2,725.37 5,934.2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富盛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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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孙晓东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7

月 21 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保洁服务；会议服

务；销售五金交电、日用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国药集团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佛平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杨雄辉 

注册资本：646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中成药及西成药，包括片剂、硬胶囊剂、

丸剂、颗粒剂、喷雾剂、橡胶膏剂、茶剂和搽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等（以上

项目凭许可证生产经营，国家限制的产品除外），预包装食品（非酒精饮料）

的批发、零售（零售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制造、销售、维修机械设备（不含特种

设备的制造及维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3、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梁红军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仅限固定收益类

有价证券投资）；（五）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六）办理成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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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七）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八）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九）从事同业拆借；（十）

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十一）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保

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06 日）。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4、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221 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李智明 

注册资本：276,709.5089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控股，医药企业受托管理及资产重组，中成药、中药

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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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疫

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Ⅲ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食品销售管

理（非实物方式），国内贸易（除专项许可），物流配送及相关的咨询服务，

化妆品、文体用品的销售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关联关系：参股股东、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5、上海现代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哈雷路 1111 号 

法定代表人：侯惠民 

注册资本：3,2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西药物制剂，保健药物制剂、药物辅料应用技术上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制剂设备的设计、分析，药用原辅料、包转材料的

测试技术研究，制剂设备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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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注册地址：上海北京西路 1320 号 

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注册资本：53,692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

生物制品、抗生素、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术、新材料、制药设备、药理、毒

理、实验动物、诊断试剂、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研究、开发、试制、检验

检测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7、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竹东路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万乐药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袁庆 

注册资本：1,954.455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开发、研究、生产经营原料药、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类），

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类），片剂、胶囊剂（均含抗肿瘤类），进口药品分外

包装（片剂），辅料（聚乙二醇单甲醚-聚乳酸嵌段共聚物），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 

关联关系：国药集团联营企业 

 

8、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 号 

法定代表人：李粲 

注册资本：220,00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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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Ⅲ、Ⅱ类：眼科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角膜接触镜除外），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

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磁

共振设备，医用 X 射线设备，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医用核素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植入材料和人

工器官（助听器除外），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

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介入器材；Ⅱ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耳鼻喉科手术器械，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中医器械，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

灭菌设备及器具，软件（有效期至 2019-01-08 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

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中成

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

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有效期至 2019-

12-02 日）；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4 月 12 日）；

经营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4 月 29 日）；进出口业务；

机械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矿产品（不含煤炭及石油制

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百货、化妆品的销售；承担我国对外经济援助中

的医疗卫生项目（包括提供所需设备、材料）；与主营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医疗、医药咨询；机械电子产品（不含小汽车）

的销售。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9、中国医药对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101 号 15 楼 1502 室 

法定代表人：严兵 

注册资本：30 万美元 

公司类型：境外企业 

经营范围：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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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梁红军 

注册资本：95,561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药行业的投资及资产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药品包装

材料的组织生产和销售；医药工业生产所需仪器、设备的销售；进出口业务；

房屋租赁；销售医疗用品；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药

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2 月 05 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具体经营

品种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销售化工产品。 

关联关系：参股股东、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1、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 

法定代表人：张奇 

注册资本：5,975.068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轻纺行

业（食品发酵烟草工程）乙级、市政行业（给水工程、环境卫生工程、排水工

程）乙级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工程咨询、工程监理等技术与

管理服务；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按所持有效资质证书核定的类别及等级

从事经营）。金属材料（钢材）、建筑材料、工程总承包资质范围内的设备材

料采购与销售。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经营范

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须前置许可或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

营）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2、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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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79 号 

法定代表人：谢孔标 

注册资本： 62,228.07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合剂、露剂、片剂、颗粒剂、丸剂（水丸、水蜜丸、蜜丸、

浓缩丸）、糖浆剂、口服溶液剂、煎膏剂（膏滋）、酒剂、酊剂；中药提取车

间（有效期与许可证核准的期限一致）；中药材种植、收购、销售；中药饮片

生产、加工、销售；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农副产品（国家

限制或禁止的品种除外）收购、初加工、销售；药材种籽、药苗销售；纸制品

加工、销售；房屋租赁；代理进出口业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和限

制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3、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1-3 号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B 座 15 层 

法定代表人：杨柳 

注册资本：36.2318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主办、承办全国药品、原料药、医疗器械、生化试剂、分析仪

器、玻璃仪器、实验室装备、制药设备、包装材料、中药材、保健品及医药行

业技术和服务的博览会、展览、会议、学术研讨会（包括对外展览、交易会及

会议）；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货物进出口。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4、上海数图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1111 号 2 号楼二层 207 室 

法定代表人：郭文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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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从事生物医药、计算机、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展会务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化妆品，化工产品批发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5、上海益鑫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1111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何雯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潢，水电安装维修，房屋租赁，代办会务。

销售办公用品，工艺品，汽车配件，停车场管理。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6、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佘鲁林 

注册资本：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药（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5 月 12 日）；医

药企业受托管理、资产重组；医药实业投资项目的咨询服务；举办医疗器械的

展览展销；提供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 

 

17、佛山盈天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 2 号内 4 号楼六层自编 633、634、635 房 

法定代表人：周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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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6,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持有效审批证件从事药品批发零售、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保健食品经营、食品流通；批发：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剧毒品）、化

妆品、日用品、保健用具；会议展览服务，商品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18、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青兰二路 2 号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综

合生产厂房 101-104 

法定代表人：袁庆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批发、生物制品（除疫苗）；三类：医用超声仪

器及有关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

材料及敷料，医工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使用输液（血）器（针）类除

外）。 

关联关系：国药集团联营企业 

 

19、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哈雷路 1111 号 1 幢 4 层 

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注册资本：105,961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

生物制品、抗生素、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术、新材料、制药设备、药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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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试验动物、诊断试剂、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研究、技术开发及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间接控股股东 

 

20、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兆雄 

注册资本：42,812.6983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药用包装材料及医药工业产品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救护车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

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和体外

诊断试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批

发性企业）、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保健食品经

营；经营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关联关系：参股股东、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1、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599 号 

法定代表人：魏宝康 

注册资本：38671.7014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药（中药材、饮品、制剂）、

生物制品、放射性药品、医药新技术、新材料、制药设备、药理分析技术、毒

理分析技术、食品、化妆品的研究，并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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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医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谢有强 

注册资本：7,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药、建筑、化工工程咨询甲级，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建

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环境污染治理甲级，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系统

工程）专业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乙级，A1 级高压容器、A2 级第三类低、

中压容器的设计，压力管道设计（按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核定期限及范围从事

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工程设计资质：电力行业（变电工程）专业丙级；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乙级；安全评价资质：乙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智能

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以上范围按相关资质核定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建筑工

程监理资质：丙级；销售：建筑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

机械设备及配件、消防设备及器材、五金、电线电缆、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照明器材、橡塑制品、

管道、阀门、玻璃制品、仪器仪表。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3、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宜宾罗龙工业集中区滨江东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任智勇 

注册资本： 3,337.39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生产小容量注射剂，合剂，片剂，丸剂，硬胶囊剂，颗粒剂，

口服溶液剂，糖浆剂，散剂，酊剂，流浸膏剂，煎膏剂；原料药（穿琥宁，盐

酸小檗碱，门冬氨酸鸟氨酸，甲磺酸倍他司汀，奈韦拉平，酮洛芬，氨磷汀，

无水硫酸钠，盐酸莫西沙星，奥拉西坦，氢溴酸加兰他敏，多奈哌齐，群多普

利，氯沙坦钾，布美他尼，埃索美拉唑钠，双醋瑞因，非布索坦）；医药中间

体；植物提取物；饮料（固体饮料）；食品类，美容产品类，医药产品类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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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及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内外货运代理、货

物装卸及仓储及租赁。销售：生化药品、中药饮片、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预包装食品、酒类产品及

相关辅助产品，包装、服装、纺织品、橡胶、塑料制品及原材料，化工原料及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电子产品、照明电器、钢材、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矿石、玻璃制品、机电、机械设备、纤维素产品、五金

交电、农副产品，商务信息咨询。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4、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262 号 

法定代表人：李秀玲 

注册资本： 274,907.78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血液制品、疫苗、生物工程产品、医用实验动物；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物技术及生物制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5、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 号 

法定代表人：王宁 

注册资本： 28,0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经营（具体内容以许可证为准）；危险化学品经营

（具体内容以许可证为准）；药品批发（具体内容以许可证为准）；销售预包

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特殊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道路货物运输；医药行业对外咨询及技术交流；进出口业务；家用电器、汽车

销售；仓储服务；公共保税仓库的投资与管理；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实验室

仪器及配件、化妆品、日用百货、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假肢销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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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软件开发；设备维修；国内货物采购

招标代理。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6、国药集团承德药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承德双桥区牛圈子沟（上库） 

法定代表人：王继永 

注册资本： 6,318.9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凭取得的行业许可证按核定范围和有效期从事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销售；食品、茶叶及相关制品加工、销售（具体经营范围以行业许可

证核定为准）；生活用消杀制剂（不含危毒品，不含许可项目）、化妆品、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家用电器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期货、证券、金

融、投资）；地产中药材收购，中药材进出口贸易。以下限取得经营资格分公

司经营：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生产；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7、国药集团武汉中联四药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庙山小区 

法定代表人：陈训 

注册资本： 1,8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学药品原料、制剂、中成药制剂、药用塑料瓶的生产及销售；

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货物）。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子公司、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8、上海瀛科隆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599 号 2 幢 1 层 

法定代表人：何雯 

注册资本： 1,008.2366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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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药品、保健品临床研究项目策划及数据的解析与管理；提

供医药产品的信息和技术的咨询。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29、国药集团健康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599 号 2 幢 208 室 

法定代表人：胡海峰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药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现代中药、纳米新技术、健康技术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创业孵化器管理，

医疗器械经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

装饰材料及制品、纺织品、服装、建筑材料、化妆品、日用品、化工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自有设备

租赁，物业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食品流通。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30、国药奇贝德（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99 号 4 幢全幢第一层 105 室 

法定代表人：刘启发 

注册资本： 8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

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消

防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修、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除认证），一类医疗器械、生物科技（转基因生物、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除

外）、环保科技、节能科技、工业自动化科技、计算机系统网络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橡塑制品、仪器仪表、办公设备、化工产品（除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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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会展会务服务。 

关联关系：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国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

要包括根据相关技术转让合同本期应支付金额、向关联人采购商品、销售产品、

为关联人提供劳务和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及与关联人发生的出租与承租资产

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经交

易双方友好协商并以市场化原则确定，不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损害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事药品及其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

司的正常业务范围。由于医药产品种类繁多，生产经营具有连续性特点，且国

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医药商业、药品及中间体的生产、研发等各

个领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采购商品、销售产品及受让技术合同等关联交易行

为，均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并在日后的生产经营中还会持续进行。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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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