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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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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

计：(1) 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丹诺医药(苏州)有限公司，南京英派药

业有限公司，Birdie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Ambrx, Inc，Tennor 

Therapeutics Limited等关联方客户公司，购买本公司的工艺研发服务和委托生产，

预计不超过1,800万元人民币。(2) 向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无锡药明

康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公司提供工艺研发服务和委托生产服务，预

计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17 年4月11日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20）。 

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补充预计： 

公司拟将对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丹诺医药(苏州)有限公司，南京

英派药业有限公司，Birdie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Ambrx, Inc.，Tennor 

Therapeutics Limited 等关联方客户公司的关联方销售额从人民币 1,800 万元上调

至 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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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拟向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扩大为工艺研发服务、委托生产，以

及制剂研发和中试服务，预计总金额从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上调至不超过

1,800 万元人民币。 

(二) 关联关系概述 

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丹诺医药(苏州)有限公司，南京英派药业有

限公司，Birdie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Ambrx, Inc，Tennor Therapeutics 

Limited 等关联方客户公司为本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对方董事的企业，

以及本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对方董事的企业所控制的企业。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为与本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三)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补充

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 Ge Li（李革）先生、刘晓钟先生、张朝晖先生、Suhan Tang（唐

苏翰）先生为上述事项的关联董事，鉴于非关联董事已不足 3 人，上述事项将直

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1  
华领医药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2213.3334 万

美元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爱迪生

路 275 号 

有限责任

公司(台港

澳与境内

合资) 

LIAN YONG 

CHEN 

新药及医药技术的研发

（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

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

用）、自有技术成果转让、

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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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丹诺医药(苏州)有 395.486107 万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 有限责任 ZHENKUN MA 双靶标分子一类新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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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限公司 美元 街 218 号生物纳米

园 B2 楼 711 室 

公司(中外

合资)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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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英派药业有限

公司 

7036.603450

万元 

南京高新开发区星

火路 10 号 

有限责任

公司(台港

澳与境内

合资) 

陈飞 

医用新材料、新药、医疗

器械、生物技术产品的研

发、技术转让；生物分析

与化学合成技术研发及

技术服务；仪器设备、试

剂（不含危险品）批发、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

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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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比

例低于 25%） 

4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

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万元人

民币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富特中

路 288 号 1 号楼 

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

（法人独

资） 

李革（LI GE） 

新药、药物中间体的研

发，区内合成药物性小分

子化合物和化合物库，精

细化工产品的制造、加

工，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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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药品批发，从事检

测技术、生物科技、计算

机科技、数据科技专业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健康

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

动、心理咨询），医药咨

询，自有房产开发经营，

质检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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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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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5  
无锡药明康德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1,577 万元

人民币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

梅梁路 108 号 

股份有限

公司(台港

澳与境内

合资、未上

市) 

李革 

生物制品的研发，提供生

物制品、生化药品的研发

技术咨询和服务，医疗器

件的检测技术服务，从事

一类医疗器械的批发和

进出口业务；利用自有资

金对外投资；生物药品

（限用哺乳动物细胞培

养为基础的单克隆抗体）

的生产；医药中间体及生

物药品的批发、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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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mbrx, Inc. 
1000 股，$10

美元 

10975 North Torrey 

Pines Road,La 

Jolla, CA 92037 

—— Bing Li,  —— 

7  

Birdie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 

HK $1  

Room 1501,15/F., 

SPA Centre,53-55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 董事为 Lixin Li —— 

8  

Tennor 

Therapeutics 

Limited 

16,698,292 

shares, $0.0001 

per share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 

—— 

董事 

Feng Deng; 

Lianyong Chen; 

Edward Hu（胡

正国）; 

Morton 

Meyerson; 

Zhenkun Ma; 

Allen Chao 

—— 

(二) 关联关系 

1. 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李革担任董事的企业。 

2. 丹诺医药(苏州)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担任董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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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京英派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担任董事的企业。 

4.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5. 无锡药明康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6. Ambrx, Inc.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曾担任董事企业所控制的企业。 

7. Birdie Biopharmaceuticals HK Limited 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担任董事企业所控制的企

业。 

8. Tennor Therapeutics Limited 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 Edward Hu（胡正国）担任董事的企业。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确定。 

四、 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而受到影

响。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公告编号：2017-84 

6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