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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暨 1.1 类中药创新药项目合作的公告 

 

 

特别提示： 

1、2021 年 6 月 30 日，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盈科瑞”）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1.1 类中药创新药参丹通脑滴丸”技术转让合同》，与盈科瑞

（珠海）创新医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盈科瑞）签署了《“1.1 类中药

创新药黄甲软肝颗粒”技术转让合同》，与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盈科瑞”）签署了《“温经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二冬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养胃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济川煎”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三甲复脉汤”技术开发（委托）合

同》、《“五味消毒饮”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2、上述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新药研发具有

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相关进展、审批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可能发生项目研发进度或者临床试验结果不如预期等情况，合同履行周

期长，可能受政策、市场、研发进展等相关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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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北京盈科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1.1

类中药创新药参丹通脑滴丸”技术转让合同》，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药物研发技术服务缔结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技术转

让合同，公司以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 万元）受让 1.1 类中药创新药参

丹通脑滴丸的临床试验许可、有关专利及其技术秘密 70%的产权，转让完成后，

双方共同推动上述项目的开发上市。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珠海盈科瑞签署了《“1.1 类中药创新药黄甲软

肝颗粒”技术转让合同》，公司以人民币贰仟肆佰伍拾万元整（￥2450 万元）

受让 1.1 类中药创新药黄甲软肝颗粒的临床批件、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及有关

专利 70%的产权，转让完成后，双方共同推动上述项目的开发上市。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天津盈科瑞签署了《“温经汤”技术开发（委托）

合同》、《“二冬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养胃汤”技术开发（委托）

合同》、《“济川煎”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三甲复脉汤”技术开发（委

托）合同》、《“五味消毒饮”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以下简称“技术开发

（委托）合同），公司委托天津盈科瑞进行 3.1 类中药新药（按古代经典名方目

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温经汤”、“二冬汤”、“养胃汤”、“济川煎”、

“三甲复脉汤”、“五味消毒饮”的研究开发，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叁佰

万元整（￥30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

项的进展情况，严格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1、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保献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01 日  



注册资本：6421.0471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西路 79 号院云谷园 24 号楼 6 层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中医药与中药学研

究与试验发展；医学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会

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批发药品；零售药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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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盈科瑞（珠海）创新医药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竞 

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22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定湾七路 362 号 3#厂房南侧 1-4 层 

经营范围：医药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药学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检测服务，药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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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龙 

成立日期： 2011 年 08 月 24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西青学府工业区思智道 1 号 E12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药品

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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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盈科瑞、珠海盈科瑞、天津盈科瑞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均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战略合作协议》 

甲方：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内容 

（1）甲乙双方确认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开展中成药、化药的研、

产、销合作。 

    （2）对于乙方自主研发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根据双方需求，甲方拥有

优先合作权；对于甲方在药物研发方面的需求，在具备研发条件的情况下，乙方

拥有优先合作权。 

    （3）甲方为乙方的技术转让和生产基地，甲方悬挂“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中试及产业化基地”牌匾；乙方为甲方的研发基地，乙方悬挂“浙

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药研发基地”牌匾。 

    （4）双方合作开展中药创新药、经典名方以及化药创新药的研究开发，甲

方负责研究经费的提供，乙方负责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研发实施及注册申报

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 

2、权利与义务 

    （1）甲乙双方皆应承认对方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 

    （2）乙方有责任根据与甲方签订的合同对其合作项目的质量负责，并根据

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后续技术支持，对相关的技术难点作出积极回应，必要时进

行现场指导。 

    （3）对于正处于研发阶段的合作项目，甲方可以对乙方公司进行现场考察，

以了解项目的研发过程和研发质量，并有权监督其研发进度。 

    （4）甲乙双方在有关合作项目的研讨会和各种展览会上，应互相帮助、互

相宣传，共同推进双方的品牌。 

    （5）甲乙双方对合作的项目和内容均有保密义务，参与人员要签订保密协

议，在项目的启动、研发全过程中，保证不泄密。 



3、合作期限 

    （1）甲乙双方的战略合作没有排他性，合作期间双方均可以和其他合作伙

伴进行合作。 

（2）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的相关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项

目合同进行约定。框架协议与项目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甲乙双方合作

的法律文件。 

（3）本次合作期限为 5 年，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起到 2026 年 6 月 30 日为

本协议的履行期限。 

（二）《“1.1 类中药创新药参丹通脑滴丸”技术转让合同》 

甲方：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盈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 1.1类中药创新药参丹通脑滴丸（以下简称“本项目”）

临床试验许可、有关专利及其技术秘密 70%的产权。本项目的临床试验许可、有

关专利及其技术秘密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 70%的产权，乙方持有 30%的产权，

最终双方按各自所持本项目产权的比例共同承担本项目后续开发费用和共同享

有本项目获批后的收益。 

本项目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基本信息如下： 

药品名称 规格 注册分类 批件号 获批日期 

参丹通脑滴丸 每丸重40mg 1.1类中药创新药（原中药6类） CXZL1600014 20190415 

    本项目有关专利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

号 

申请号 发明名称 申请类型 状态 

1 2008101051221 一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授权 

2 2018107305456 一种治疗中风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 发明专利 实审中 



应用 

2、金额及支付 

（1）本项目临床试验许可、有关专利及其技术秘密转让的金额 

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因受让本项目 70%的产权，就本项目临床试验许可、

有关专利及其技术秘密转让应向乙方支付的技术转让费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伍

佰万元整（￥1500 万元）。 

（2）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  

本项目临床试验许可、有关专利及其技术秘密转让总金额即人民币壹仟伍

佰万元整（￥1500 万元），由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期支付，具体如下： 

第一期：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70%，即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万元整（￥1050 万元）。 

第二期：乙方向甲方交付本项目临床试验通知书及全套临床试验许可申报

资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20%，即人民币叁佰万

元整（￥300 万元）。 

第三期：本项目有关专利的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10%，即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 万元）。                

（3）乙方在甲方按本条第 2 款约定支付每期转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标的的交付 

（1）在甲方支付第一期合同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参

丹通脑滴丸的临床试验通知书以及全套临床试验许可申报资料纸质版及电子版。 

（2）在甲方支付第一期合同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配合甲方办理

本项目有关专利的权利人变更手续，增加甲方为本项目有关专利的持有人之一

（即甲乙双方作为本项目有关专利的共同持有人，甲方排名第一，乙方排名第

二），直至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手续合格通知书。 

4、违约责任 



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全

部直接损失。双方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的损失，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

括药品上市后的收益等间接损失。 

（三）《“1.1 类中药创新药黄甲软肝颗粒”技术转让合同》 

甲方：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盈科瑞（珠海）创新医药制造有限公司 

1、项目标的情况 

本项目临床批件、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及有关专利转让的标的分为以下

两部分： 

（1）本项目临床批件（含全套临床批件申报资料）及有关专利； 

（2）本项目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本项目临床批件的基本信息如下： 

药品名称 规格 注册分类 批件号 获批日期 

黄甲软肝颗粒 10g/袋 1.1 类中药创新药（原中药 6 类） 2010L03749 20100913 

本项目有关专利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

号 
申请号 发明名称 申请类型 状态 

1 CN200810055636.0 
一种治疗肝病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授权 

2 CN202010551057.6 
一种同时测定治疗肝病中药的多

种成分含量的方法 
发明专利 受理 

3 CN202010551102.8 
一种治疗肝病中药的快速薄层鉴

别方法 
发明专利 初审合格 

4 CN202010551104.7 
一种治疗肝病中药指纹图谱的检

测方法 
发明专利 受理 



2、金额及支付 

（1）本项目临床批件、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及有关专利转让的金额 

双方共同确认，本项目临床批件、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及有关专利的价

值为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3500 万元），其中本项目临床批件（含全套临

床批件申报资料）及有关专利价值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 万元），本项目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价值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1500 万）。 

甲方因受让本项目 70%的产权，就本项目临床批件、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

告及有关专利应向乙方支付的技术转让费总金额为人民币贰仟肆佰伍拾万元整

（￥2450 万元），其中本项目临床批件（含全套临床批件申报资料）及有关专

利部分的合同额为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1400 万元），本项目 II 期临床试

验总结报告部分的合同额为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万元整（￥1050 万元）。 

（2）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 

①本项目临床批件（含全套临床批件申报资料）及有关专利部分： 

本项目临床批件（含全套临床批件申报资料）及有关专利部分的合同额即人

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1400 万元），由甲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②本项目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部分：由甲方分二期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

方支付： 

第一期：甲方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本项目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部

分合同额的 70%，即人民币柒佰叁拾伍万元整（￥735 万元）。 

第二期：乙方向甲方交付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支付本项目 I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部分合同额的 30%，即人民币叁佰壹拾

伍万元整（￥315 万元）。 

（3）乙方在甲方按本条第 2 款约定支付每期转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标的的交付 



（1）在甲方支付本项目临床批件（含全套临床批件申报资料）及有关专利

部分的合同额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黄甲软肝颗粒的临床批件

以及全套临床批件申报资料纸质版及电子版；乙方配合甲方办理本项目有关专利

的权利人变更手续，增加甲方为本项目有关专利的持有人之一（即甲乙双方作为

本项目有关专利的共同持有人，甲方排名第一，乙方排名第二），直至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手续合格通知书。 

（2）乙方应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甲方交付本项目的 II 期临床试验报

告，双方协作提交本项目附条件批准上市的申请。 

4、违约责任 

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全部

直接损失。双方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的损失，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

药品上市后的收益等间接损失。 

（四）《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甲方：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1、技术目标 

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上述 6 个 3.1 类中药新药的研究工作及申报资料撰写

工作，协助甲方申报药品上市许可。 

2、项目技术方法和路线 

按照国家现行《中医药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古代经典名方中药

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及其他经

典名方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指导原则以及本合同约定，对委托经典名方品种进行

研究开发。 

3、项目研发时限 

自甲方支付合同约定的第一期技术开发费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乙方完成合



同约定项目的物质基准研究、制剂药学研究、单次给药毒性试验、一种动物的重

复给药毒性试验（啮齿类），协助甲方申报药品上市许可。 

如因非乙方原因导致未能按本项约定申报，研发时限顺延，且乙方不承担违

约责任。 

4、金额及支付 

（1）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 万元）。 

（2）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 

第一期：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即人民币玖拾万元整（￥90

万元）；                                                 

第二期：乙方向甲方提交合同约定项目的经典名方制剂物质基准研究资料后

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20%，即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 万元）； 

第三期：乙方完成合同约定项目的经典名方制剂复方制剂工艺研究，指导

甲方制备毒理研究用样品，在乙方与 GLP 实验室的毒理研究合同签订后十个工

作日内支付 20%，即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 万元）； 

第四期：乙方完成小试制剂工艺研究后，指导甲方完成三批饮片及制剂的

中试生产及技术转移，三批样品检验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15%，即人民币肆

拾伍万元整（￥45 万元）； 

第五期：乙方完成制剂稳定性研究和毒理研究后，进行全部申报资料的整

理，协作甲方开展相关注册和现场核查，取得合同约定项目的经典名方制剂国家

药监局受理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5%，即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万元）；            

第六期：在甲方取得国家药监局生产批件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10%，即人民

币叁拾万元整（￥30 万元）。 

以上第三期与第四期合同款可按照相应工作完成的先后顺序调整支付顺

序。 

5、违约责任 

双方确认，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失

败的，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因甲方原因，如未提供满足本项目制备工艺要求条件、中途无故提出

终止试验或未履行甲方义务及其他配合工作导致研发进度停滞、延迟或研发失

败，视为甲方违约，甲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对于乙方已完成交接确认手续的部

分，双方按该部分所对应的合同价款进行结算。 

（2）由于甲方选定的品种自身安全性原因导致本项目无法获批，双方另行

协商解决。 

（3）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技术开发费，甲方应就应付未付的

全部款项按每日万分之一的利率支付逾期罚息，由此造成的项目延迟乙方不承担

责任，项目研发时限相应顺延。 

（4）乙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提出终止试验或解除合同。因乙方技术原因导致

本项目未获得批准，乙方应向甲方退还所有已支付款项。 

（5）因甲方原因、经典名方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要求变化、品种自身安全

性等原因造成项目延迟和技术开发费增加的，本合同按照增加工作量进行时间顺

延，甲方应合理补充由此增加的技术开发费，具体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另行约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北京盈科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 1.1 类中药创新药技术转让合

同，与珠海盈科瑞签署 1.1类中药创新药技术转让合同，与天津盈科瑞签署签署

6个经典名方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有利于促进各方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延

伸和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药物研发能力，提升药品

临床试验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重大风险提示 

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相关进展、审批结果以及

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发生项目研发进度或者临床试验结果不如预期

等情况，合同履行周期长，可能受政策、市场、研发进展等相关因素影响，存在

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2、《“1.1类中药创新药参丹通脑滴丸”技术转让合同》； 

3、《“1.1类中药创新药黄甲软肝颗粒”技术转让合同》； 

4、《“温经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5、《“二冬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6、《“养胃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7、《“济川煎”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8、《“三甲复脉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9、《“五味消毒饮”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