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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华中农业大学 

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

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前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月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科前生物拟与华中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中农大”）签

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加快公司在生物制品行业的发展，从而更好提升公

司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合作研发管理制度》等规定，

经与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支原体肺炎（ES-2L株）活疫苗，副猪嗜血

杆菌（HS1712株）弱毒疫苗，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猪瘟、

猪防伪狂犬病二联亚单位灭活疫苗等四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就上述四个项目

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合作研发协议。其中，猪支原体肺炎（ES-2L株）活疫苗项

目公司拟向华中农大支付费用 200 万元，副猪嗜血杆菌（HS1712 株）弱毒疫苗

项目公司拟向华中农大支付费用 120万元，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抗体检测试

剂盒项目公司拟向华中农大支付费用 40 万元，猪瘟、猪防伪狂犬病二联亚单位

灭活疫苗项目公司拟向华中农大支付费用 100 万元，上述四个项目公司向华中农

大合计支付费用 460 万元。 

2、关联关系说明 

华中农业大学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中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6.78%的股份，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刘春全是武汉华中农大资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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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有限公司的董事，且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陈焕春、金梅林、方六荣、何启盖

现任或过去十二个月内任华中农大教授，公司实际控制人、监事吴斌现任华中农

大教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截止本公告日，在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

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占到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华中农业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

学。华中农大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个，专业实验

室 5 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7 个。在杂交油菜、绿色水稻、优质种猪、动物疫苗、

优质柑橘、试管种薯等研究领域，取得一批享誉国内外的标志性成果。 

华中农业大学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华中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6.78%的股份，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 

三、《合作研发协议》主要内容 

（一）猪支原体肺炎（ES-2L株）活疫苗联合合作研发协议 

甲方：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中农业大学 

1、本合作研发项目的目标 

按照农业部第 442 号、第 2335号等公告要求，研制“猪支原体肺炎（ES-2L

株）活疫苗”，制定相关技术标准，申请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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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甲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乙方提供生产技术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能将本协议项下的生产文号批文等涉及的资料

转让给第三方。 

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乙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甲方提供申报资料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 应保证其所提供技术资料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

人指控因实施相关技术而侵权的，应当承担后果和损失。 

4、研发经费的承担 

甲方与乙方各自委派相应的研发人员组成研发小组参与“猪支原体肺炎

（ES-2L 株）活疫苗”的研发工作。 

甲方向乙方支付前期相关研究经费 20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 30日内支付 50%，

获得新兽药证书后 30 日内支付 50%。 

5、科技成果的归属 

（1）本次联合开发所产生的生产技术、流程、配方、生产工艺及有关技术

资料、成果、专利及新药证书等全部相关的无形资产（以下简称“合作成果”）

的知识产权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双方均无权转让上述合作

成果的知识产权。 

（2）甲方享有该成果的生产、销售权利（包括在监测期内的生产、销售权

利）及甲方生产、销售获得的收益。 

（3）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以以科技成果所有权人的名义，依法许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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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也可以授权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

合作成果，乙方或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获得的收

益由乙方享有。 

（4）新药申报材料中乙方为第一署名单位，甲方为联合署名单位。在新药

申报阶段，乙方可增加联合署名单位，但增加的联合署名单位不得超过三家，增

加的联合署名单位另行支付的费用由乙方所有，且其联合署名单位支付的费用不

得少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向乙方支付的研发经费。 

（5）由“猪支原体肺炎（ES-2L株）活疫苗”衍生的其他疫苗的联合开发，

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拥有优先合作权，具体合作条款另行协商签订。 

（6）“猪支原体肺炎（ES-2L 株）活疫苗”向国家申报的奖励归乙方所有，

涉及该产品的成果申报奖项时甲方具有署名权。 

（7）本协议的签订和执行不影响乙方与其他方已经形成的合作。 

6、违约责任 

（1）协议一方根本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另一方有权根

据本协议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2） 甲乙双方应保证其在合作开发本项目过程中使用的知识产权获得该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否则由此造成的侵权或者其他不利后果，全部由该未获授

权者承担，另一方如果因此受到的损失则可向该未获授权者追偿。 

7、其他 

本协议有限期 10 年，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将另行拟定协议。合同有效期内，

由于技术风险，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提前终止合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二）副猪嗜血杆菌（HS1712 株）弱毒疫苗联合开发协议书 

甲方：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中农业大学 

1、本合作研发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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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业部第 442 号、第 2335号等公告要求，研制“副猪嗜血杆菌（HS1712

株）弱毒疫苗”，制定相关技术标准，申请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甲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乙方提供生产技术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能将本协议项下的生产文号批文等涉及的资料

转让给第三方。 

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乙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甲方提供申报资料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应保证其所提供技术资料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

人指控因实施相关技术而侵权的，应当承担后果和损失。 

4、研发经费的承担 

甲方与乙方各自委派相应的研发人员组成研发小组参与“副猪嗜血杆菌

（HS1712 株）弱毒疫苗”的研发工作。 

甲方向乙方支付前期相关研究经费 12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 30日内支付 50%，

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 30日内支付剩余 50%。 

5、 科技成果的归属 

（1）本次联合开发所产生的生产技术、流程、配方、生产工艺及有关技术

资料、成果、专利及新药证书等全部相关的无形资产（以下简称“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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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双方均无权转让上述合作

成果的知识产权。 

（2）甲方享有该成果的生产、销售权利（包括在监测期内的生产、销售权

利）及甲方生产、销售获得的收益。 

（3）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以以科技成果所有权人的名义，依法许可第

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也可以授权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

合作成果，乙方或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获得的收

益由乙方享有。 

（4）新药申报材料中乙方为第一署名单位，甲方为联合署名单位。在新药

申报阶段，乙方可增加联合署名单位，但增加的联合署名单位不得超过三家，增

加的联合署名单位另行支付的费用由乙方所有，且其联合署名单位支付的费用不

得少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向乙方支付的研发经费。 

（5）由“副猪嗜血杆菌（HS1712株）弱毒疫苗”衍生的其他疫苗的联合开

发，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拥有优先合作权，具体合作条款另行协商签订。 

（6）“副猪嗜血杆菌（HS1712 株）弱毒疫苗”向国家申报的奖励归乙方所

有，涉及该产品的成果申报奖项时甲方具有署名权。 

（7）本协议的签订和执行不影响乙方与其他方已经形成的合作。 

6、违约责任 

（1）协议一方根本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另一方有权根

据本协议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2） 甲乙双方应保证其在合作开发本项目过程中使用的知识产权获得该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否则由此造成的侵权或者其他不利后果，全部由该未获授

权者承担，另一方如果因此受到的损失则可向该未获授权者追偿。 

7、其他 

本协议有限期 10 年，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将另行拟定协议。合同有效期内，

由于技术风险，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提前终止合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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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猪瘟、猪伪狂犬病二联亚单位灭活疫苗联合开发协议书 

甲方：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中农业大学 

1、本合作研发项目的目标 

按照农业部第 442 号、第 2335 号等公告要求，研制“猪瘟、猪伪狂犬病二

联亚单位灭活疫苗”，制定相关技术标准，申请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甲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乙方提供生产技术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能将本协议项下的生产文号批文等涉及的资料

转让给第三方。 

3、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乙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甲方提供申报资料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应保证其所提供技术资料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

人指控因实施相关技术而侵权的，应当承担后果和损失。 

4、 研发经费的承担 

甲方与乙方各自委派相应的研发人员组成研发小组参与“猪瘟、猪伪狂犬病

二联亚单位灭活疫苗”的研发工作。甲方向乙方支付前期相关研究费 100 万元，

在协议签订后 30日内支付 50%，获得新兽药证书后 30日内支付剩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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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技成果的归属 

（1）本次联合开发所产生的生产技术、流程、配方、生产工艺及有关技术

资料、成果、专利及新药证书等全部相关的无形资产（以下简称“合作成果”）

的知识产权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双方均无权转让上述合作

成果的知识产权。 

（2）甲方享有该成果的生产、销售权利（包括在监测期内的生产、销售权

利）及甲方生产、销售获得的收益。 

（3）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以以科技成果所有权人的名义，依法许可第

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也可以授权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

合作成果，乙方或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获得的收

益由乙方享有。 

（4） 新药申报材料中乙方为第一署名单位，甲方为联合署名单位。在新药

申报阶段，乙方可增加联合署名单位，但增加的联合署名单位不得超过三家，增

加的联合署名单位另行支付的费用由乙方所有，且其联合署名单位支付的费用不

得少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向乙方支付的研发经费。 

（5）由“猪瘟、猪伪狂犬病二联亚单位灭活疫苗”衍生的其他疫苗的联合

开发，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拥有优先合作权，具体合作条款另行协商签订。 

（6）“猪瘟、猪伪狂犬病二联亚单位灭活疫苗”向国家申报的奖励归乙方所

有，申报奖项时甲方具有署名权。 

（7）本协议的签订和执行不影响乙方与其他方已经形成的合作。 

6、违约责任 

（1）协议一方根本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另一方有权根

据本协议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2） 甲乙双方应保证其在合作开发本项目过程中使用的知识产权获得该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否则由此造成的侵权或者其他不利后果，全部由该未获授

权者承担，另一方如果因此受到的损失则可向该未获授权者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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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本协议有限期 10 年，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将另行拟定协议。合同有效期内，

由于技术风险，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提前终止合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四）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联合开发协议书 

甲方：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中农业大学 

1、本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目标 

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342号等公告要求，研制“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 抗体

检测试剂盒”，制定相关技术标准，申请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标准。 

2、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甲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乙方提供生产技术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能将本协议项下的生产文号批文等涉及的资料

转让给第三方。 

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研究内容。 

（2）负责管理生产用菌种和乙方获得的技术资料。 

（3）在获得新兽药证书后，向甲方提供申报资料并与署名单位共同管理上

述内容。 

（4）应保证其所提供技术资料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

人指控因实施相关技术而侵权的，应当承担后果和损失。 

4、研发经费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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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与乙方各自委派相应的研发人员组成研发小组参与“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工作。 

甲方向乙方支付前期相关研究经费 4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 30日内支付 50%，

在获得新兽药证书或产品标准后 30日内支付剩余 50%。 

5、科技成果的归属 

（1）本次联合开发所产生的生产技术、流程、配方、生产工艺及有关技术

资料、成果、专利及新药证书等全部相关的无形资产（以下简称“合作成果”）

的知识产权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双方均无权转让上述合作

成果的知识产权。 

（2）甲方享有该成果的生产、销售权利（包括在监测期内的生产、销售权

利）及甲方生产、销售获得的收益。 

（3）乙方可以以科技成果所有权人的名义，无需甲方同意，依法许可第三

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也可授权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科技

成果，乙方或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合作成果应及时通知甲

方，许可获得的收益由乙方享有。但如乙方或其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在同一时期

内许可使用上述合作成果的第三方超过五家（包括联合署名的第三方），则须获

得甲方书面同意。  

（4）新药申报材料中乙方为第一署名单位，甲方为联合署名单位。在新药

申报阶段，乙方可增加联合署名单位，但增加的联合署名单位不得超过三家，增

加的联合署名单位另行支付的费用由乙方所有，且联合署名单位支付的费用不得

少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向乙方支付的研发经费。 

（5）由“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衍生的其他疫苗的联

合开发，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拥有优先合作权，具体合作条款另行协商签订。 

（6）“副猪嗜血杆菌间接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向国家申报的奖励归乙方

所有，涉及该产品的成果申报奖励时甲方具有署名权。 

（7）本协议的签订和执行不影响乙方与其他方已经形成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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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违约责任 

（1）协议一方根本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另一方有权根

据本协议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2） 甲乙双方应保证其在合作开发本项目过程中使用的知识产权获得该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否则由此造成的侵权或者其他不利后果，全部由该未获授

权者承担，另一方如果因此受到的损失则可向该未获授权者追偿。 

7、其他 

本协议有限期 10 年，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将另行拟定协议。合同有效期内，

由于技术风险，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提前终止合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合作研发，可以增加公司产品储备，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本次合作研

发属于新项目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是否能成功、产品上市时间以及产品上市后市

场推广情况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预测对当期以及未来业绩的影响程

度。 

本次合作研发项目是公司根据华中农业大学在学校相关网站发布的合作需

求进行报价，并经过竞争性谈判取得。华中农业大学已在学校相关网站上对结果

进行了不少于 7日的公示期。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和流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有失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与华中农大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焕春、金梅

林、刘春全、何启盖、方六荣、吴美洲回避表决。 

2、公司监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经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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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拟与华中农大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方向，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拟与华中农业大学签署的研发合作协

议，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生物制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公司在生物制品行业的

发展，并且履行了《公司章程》、《合作研发管理制度》以及《华中农业大学与武

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研发框架协议》规定的程序。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

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与华中农大签署合作研发协议事项。 

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科前生物本次拟与华中农大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科前生物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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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拟与华中农业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林联儡                         康自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