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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参股成都尚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并获得特医食品大中华区相关授权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丰富公司产品管线，更好地推动公司医药协同产业的

布局和发展，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森制药”、“公司”或

“本公司”）与雷震、雷池、何春水、范翼、成都尚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至

城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至城”）、成都至合信息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至合”）、成都至钰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成都至钰”）、北京和谐超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

和谐”）、杭州和谐领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和谐”）、

四川赛思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赛思”）、珠海帝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帝江”）、南京风正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风正颖泰”）、卢志华就参与对成都尚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尚医科技”或“目标公司”）增资事宜达成意向，并于2021年6月18日

与前述各方签署了《成都尚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合同》（以下简称“《增资合

同》”）。根据《增资合同》的约定，本公司以自有资金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1,250.00万元参与尚医科技的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尚医科技增资

后的注册资本361,689.81元，占尚医科技增资后总注册资本的2.0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日，公司与尚医科技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就基于“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

晶版”合作研发相应特医食品并商业化签署了《产品授权协议》（以下简称“《术

康水晶版授权协议》”），就基于“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合作研发相应特医

食品并商业化签署了《产品授权协议》（以下简称“《术康短肽版授权协

议》”）。根据《合作协议》、《术康水晶版授权协议》及《术康短肽版授权协

议》： 

1.华森制药将获得尚医科技现有的或未来拟开发的消化道领域、妇幼领域和减

重、降脂领域的特医食品独家合作权，华森制药将建立特医食品生产线并优先用于

与尚医科技的合作的特医食品生产中。 

2.华森制药将获得尚医科技在大中华区（含香港、澳门）的独家授权，合作研发

基于现有“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特医食品，并在该特医食品上市后拥有完全

的营销权，全权负责对本特医食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包括但不限于自营或与经销商

合作销售等。 

3.华森制药将获得尚医科技在大中华区（含香港、澳门）的独家授权，合作研发

基于现有“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晶版”特医食品，并在该特医食品上市后拥有完全

的营销权，全权负责对本特医食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包括但不限于自营或与经销商

合作销售等。 

（二）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及相关授权合

作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投资及合作授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特医食品及本次授权产品市场前景分析 

（一）特医食品 

根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2013年版）定义，特医食品（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FSMP）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

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



 

品，包括适用于0月龄至12月龄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和适用于1岁以上人群

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特医食品能够改善病人营养不良状态。其具有的免疫调控、减轻氧化应激、维

护胃肠道功能与结构、降低炎症反应、促进伤口愈合等功能，最终能够对患者起到

提高生存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相关花费、减少再住院次数、减少并发症等作

用。 

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对1,182例住院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并调查其营养支持

应用现状后，营养风险的发生率为24.45%，男性营养风险发生率23.89%，女性

25.14%。住院患者营养支持应用率为35.03%，肠内营养应用率为4.65%，肠外营养应

用率为28.09%，肠内联合肠外营养应用率为2.28%。该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住院患

者存在营养风险，住院患者营养支持状况亟待改善。另据《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期

刊显示，我国至少还有70%的特医食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国特医食品市场潜力较

大。 

（二）本次授权产品 

“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和“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晶版”为尚医科技正在

自主开发的2款特医食品，目前这两款产品是以固体饮料的形式在院内销售，其中，

“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特医食品目标适用人群为“肥胖和减脂手术后需要补

充营养的人群”，“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晶版” 特医食品目标适用人群为“胰腺炎

术后及产妇”。 

三、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增资合同》 

1.雷震 

姓名：雷震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050219751104****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 

雷震先生为尚医科技之创始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之一。 

关联关系说明：雷震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2.雷池 

姓名：雷池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362119791114****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雷池先生为尚医科技之实际控制人之一。 

关联关系说明：雷池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3.何春水 

姓名：何春水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050219730622****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何春水先生为尚医科技之实际控制人之一。 

关联关系说明：何春水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4.范翼 

姓名：范翼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51162119840317****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范翼先生为尚医科技之实际控制人之一。 

关联关系说明：范翼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5.成都至城 

名        称：成都至城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3栋2

单元15层1514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范翼 

注册资本：328.8889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技术研发；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生物与医疗技术咨

询；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告）；信息系统集成；销售通信设

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网络工程、通信设备安装工程

设计及施工；楼宇智能化工程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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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成都至城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成都至城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雷池 有限合伙人 253.5347 77.0883% 

张秀林 有限合伙人 39.9928 12.1600% 

方烈斌 有限合伙人 17.3712 5.2818% 

范翼 普通合伙人 9.9982 3.0400% 

曾令 有限合伙人 7.992 2.4300% 

6.成都至合 

名        称：成都至合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3栋2

单元15层1514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雷池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技术研发；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生物及医疗技术咨询

（不含医疗卫生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告）；信息系

统集成；销售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网络工

程、楼宇智能化工程施工；通信设备安装工程设计、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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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成都至合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成都至合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雷震 有限合伙人 57.63 57.63% 

雷池 普通合伙人 10 10.00% 

何春水 有限合伙人 20 20.00% 

范翼 有限合伙人 10 10.00% 

任松青 有限合伙人 2.37 2.37% 



 

7.成都至钰 

名        称：成都至钰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1栋3

单元17层1708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雷池 

注册资本：115.7814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技术研发；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生物与医疗技术咨

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告）；信息系统集成；销售通信设

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网络工程、通信设备安装工程

设计及施工；楼宇智能化工程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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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成都至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成都至钰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青浩 有限合伙人 76.381429 65.9704% 

杨刚 有限合伙人 30.3 26.1700% 

雷池 普通合伙人 9.1 7.8596% 

8.北京和谐 

名        称：北京和谐超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中粮广场A座616D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和谐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34048.6195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北京和谐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北京和谐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250 37.4864% 

喆颢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22.3799% 

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14.9200%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4117.6471 10.5317% 

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3.7300% 

上海歌斐鹏礼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000 2.9840% 

上海谐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2.9840% 

北京和谐天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680.9724 2.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放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1.4920% 

上海歌斐鸿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1.4920% 

9.杭州和谐 

名        称：杭州和谐领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        所：浙江省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江东二路创业园D幢528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和谐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56,002.4009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关联关系说明：杭州和谐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杭州和谐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前海淮泊方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0 26.7846% 

深圳市招商局创新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17.8564% 

杭州金投大江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17.8564%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882.3529 10.5038% 

张甲人 有限合伙人 3000 5.3569% 

张浩 有限合伙人 3000 5.3569% 

海口清科复兴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700 4.8212% 

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300 4.1070% 

北京和谐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120.048 2.0000% 

袁丹 有限合伙人 1000 1.7856% 

杭州清科三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1.7856% 

上海清科致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1.7856% 

10.四川赛思 

名        称：四川赛思医药有限公司 

住        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三路98号附109号16栋12楼1207、120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肖畅 

注册资本：76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药品、医疗器械二、三类（以上经营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以下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进

出口业；商品批发与零售；商务服务业；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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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四川赛思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川赛思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肖畅 自然人 货币 660 86.8421% 

陈浩 自然人 货币 100 13.1579% 

实际控制人：肖畅 

11.珠海帝江 

名        称：珠海帝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        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9479（集中办公区）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慧佳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经营范围：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进行健康养老产

业的投资、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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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珠海帝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珠海帝江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韩英妙 有限合伙人 100 33.2226% 

赵愚 有限合伙人 100 33.2226% 

田佳 有限合伙人 70 23.2558% 

敬喆 有限合伙人 30 9.9668% 

北京慧佳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 0.3322% 

12.风正颖泰 

名        称：南京风正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        所：南京市江宁区江宁开发区苏源大道19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盛颖 



 

注册资本：1,04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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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风正颖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风正颖泰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南京风正泰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00 71.4286% 

盛颖 普通合伙人 240 28.5714% 

13.卢志华 

姓名：卢志华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1010619480715****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卢志华女士亦为本次增资投资人。 

关联关系说明：卢志华女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以上13名交易对手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合作协议》、《术康水晶版授权协议》、《术康短肽版授权协议》 

《合作协议》、《术康水晶版授权协议》、《术康短肽版授权协议》的交易对

手方均为尚医科技，其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告“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 业 名 称 ： 成都尚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0394285773B 

 法 定 代 表 人 ： 雷震 

 注 册 资 本 ： 1,736.1111万（元） 

 成 立 日 期 ： 2014年10月14日 

 企 业 类 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地 址 ：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

号1栋3单元17层1708号 

 经 营 范 围 ： 信息技术咨询；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咨询（不含医疗卫生

活动）；信息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设计（工程类凭资质许

可证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电子产

品、医药技术的开发；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财务

咨询（不含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健身

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营养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卫

生活动）；销售：体育用品、健身器材；医疗器械技术咨

询；网上贸易代理；食品经营（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

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医疗器械一类；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营利性医疗机构（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内科（仅限分支机构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以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情况：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股东及股权结构 

1.本次增资前，目标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成都至合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700 40.32% 

成都至城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28.8889 18.94% 

成都至钰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27.361111 7.34% 

北京和谐超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5.4902 12.99% 

杭州和谐领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9542 5.41% 

四川赛思医药有限公司 173.611107 10% 

珠海帝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41666 1.5% 

南京风正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763889 3.5% 

2.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成都至合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700 39.11% 

成都至城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28.8889 18.37% 

成都至钰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27.361111 7.12% 

北京和谐超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5.4902 12.60% 



 

杭州和谐领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9542 5.25% 

四川赛思医药有限公司 173.611107 9.70% 

珠海帝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41666 1.46% 

南京风正颖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763889 3.40%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168981 2.02% 

卢志华 17.361110 0.97% 

3.本次增资方投资金额、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单位：元 

投资方名称 投资金额 
认购注册 

资本金额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0 361,689.81 现金 自有资金 

卢志华 6,000,000 173,611.10 现金 自有资金 

（三）目标公司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05.59 1106.70 

负债总额 2229.64 2010.1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24.05 -903.44 

项目 2021年第1季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63.12 644.17 

营业利润 -321.2 -708.41 

净利润 -320.6 -70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16 -381.6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 

人民币12,500,000元（其中361,689.81元计入尚医科技注册资本，12,138,310.19元

计入资本公积）。 

（二）投资款支付 

华森制药将在交割前提条件满足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增资的投资款。 



 

（三）目标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华森制药将不在目标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或安排管理层人员。 

（四）违约条款 

一方违反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增资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如属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如有赔偿责

任，赔偿范围应当包括守约方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如遇不可抗力事

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按《增资协议》负有通知及报告义务。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增资合同》自各方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其他重要条款。 

公司与目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约定了目标公司业绩条款及业绩补偿条款，如

前述业绩目标未实现，则投资人有权要求尚医科技、实际控制人按照《增资合同》

约定的回购条款回购投资人所持有公司股权。 

六、《合作协议》、《术康水晶版授权协议》及《术康短肽版授权协议》主要

内容 

（一）《合作协议》 

华森制药与尚医科技将在期限10年内开展特医食品的开发、生产、推广、销售

等方面独家合作合作，采用“产品研发、利润分享”的模式。华森制药将取得合作

产品对应的大中华区（含香港、澳门）内的独家专利使用权、研发权、生产权和销

售权，以及非合作产品的委托加工权。同时，华森制药对合作产品拥有完全的营销

权，全权负责合作产品的商业化运作，包括但不限于自营或经销商合作销售等。 

对于合作产品，华森制药向尚医科技支付独家授权品种的开发费用（前5个合作

产品免费，第6个开始按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产品合作协议支付）、授权费（前5个

合作产品50万元/个，第6个开始按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产品合作协议支付）和销售分

成（前5个合作产品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支付，第6个开始按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产

品合作协议支付）。 

对于非合作产品，生产费用及销售分成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产品合作协议为

准。 



 

双方具体合作产品的开发等将以本《合作协议》为基础另行签署的协议或文

件。合作领域包含消化道领域、妇幼领域和减重、降脂领域的特医食品。 

（二）《术康水晶版授权协议》、《术康短肽版授权协议》 

1.授权情况概述 

尚医科技独家授权华森制药在大中华区（含香港、澳门）使用其相关专利技

术，分别基于现有“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和“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晶版”配

方，双方共同研发并申报上市该2款特医食品。 

其中，“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特医食品目标适用人群为“肥胖和减脂手

术后需要补充营养的人群”，“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晶版”特医食品目标适用人群

为“胰腺炎术后及产妇”。 

2.合作研发 

双方合作研发，其中华森制药负责该产品的生产设施建设、中试生产、临床研

究（如有）及上市注册申报，获得本特医食品生产、上市所需要的任何许可性文件

等；尚医科技科技负责2个特医食品的配方研发、原材料的筛选、专家组织协调。 

3. 商业化 

华森制药在前述2款特医食品上市后拥有完全的营销权，全权负责对本特医食品

进行商业化运作，包括但不限于自营或与经销商合作销售等。尚医科技不得再将与

该2项特医食品相同或类似的配方或专利授权其他公司进行食品或特医食品的生产和

销售。同时，华森制药在同等条件下，对于尚医科技已上市“术康优加流质饮食水

晶版”及“术康优加流质饮食短肽版”固体饮料（或特膳）有优先代理权。 

4.合作费用和收益分成 

费用及收益分配方式按前述《合作协议》中合作费用和收益分配的约定执行。 

七、对外投资及获得产品授权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看好国内特医食品行业发展及其市场前景，本次投资尚医科技并达成合作

意向及取得其2个产品的独家授权是公司切入“大健康”领域的里程碑事件，若项目

实施成功，可整体提升公司综合实力。除通过对尚医科技进行股权投资并获取可能

的财务投资收益外，结合公司在研发、注册报批、生产加工和市场推广方面的优

势，公司此次切入特医食品赛道，进而获得产业上的成果更具深远意义。未来，特



 

医食品若成功上市将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并进一步助力公司实现“大健

康”产业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二）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的参股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特医食品需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审批方可上市，本次公司获得授权的

2个产品目前处于研发阶段，至上市销售阶段还需时间，且产品后续在研发、注册报

批、生产和上市销售等各环节，影响因素众多，均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成都尚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合同》； 

（二）《合作协议》、《术康水晶版授权协议》及《术康短肽版授权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