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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平、总经理苏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玲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丽红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47,770,738.75 2,753,954,807.23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216,065,275.75 2,192,172,943.96 1.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345,181.83 242,573,918.61 -14.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92,273,066.79 1,190,881,244.51 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0,685,978.29 235,680,970.23 -4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4,091,082.18 191,980,933.79 1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36 11.61 减少6.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55 -4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55 -4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975.6 -92,175.1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70,193.25 9,316,023.4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9,175,558.53 -129,364,341.5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329.27 -802,396.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4,876.88 -1,131,057.67

所得税影响额 4,051,326.84 18,668,843.60

合计 -22,269,220.19 -103,405,103.8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4,6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6,163,313 29.32 0 质押 111,000,000 其他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2,018,723 5.1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62,046 2.29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9,154,400 2.13 0 无 国有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赤子之心成长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7,674,715 1.78 0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33,475 1.45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64 1.16 0 无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赤子之心价值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822,041 1.12 0 无 其他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 3,754,868 0.87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33,270 0.84 0 无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6,163,313 人民币普通股 126,163,313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2,018,723 人民币普通股 22,018,7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62,046 人民币普通股 9,862,0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54,400 人民币普通股 9,154,4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赤子之心成长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7,674,715 人民币普通股 7,674,71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33,475 人民币普通股 6,233,47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精选蓝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64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6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赤子之心价值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4,822,041 人民币普通股 4,822,041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 3,754,868 人民币普通股 3,754,86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33,270 人民币普通股 3,633,2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一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8,271,939.98 208,000,000.00 -57.56 主要系持有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其他应收款 41,066,103.29 25,309,143.38 62.26 主要系业务增长备用金和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75,802,114.64 261,474,269.74 43.72 主要系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759,968.55 13,538,086.42 82.89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03,725,154.44 50,111,375.71 106.99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446,487.21 -100.00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495,096.35 -486,393.85 /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外币财

务报表折算差异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92,273,066.79 1,190,881,244.51 33.71 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 886,750,801.37 578,015,554.82 53.41

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及采购成本上

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4,145,226.56 25,703,480.16 -660.80 主要系本期证券的市价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9,316,023.43 6,898,840.83 35.04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8,463.24 196,581.20 -95.69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减

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761,207.37 43,938,243.30 -59.58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345,181.83 242,573,918.61 -14.52

主要系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及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58,661.64 -101,765,795.21 / 主要系本期对理财产品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32,416.54 -62,619,743.51 /

主要系本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平

日期 2018年10月25日

公司代码：

600993

公司简称：马应龙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革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德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065,218,038.00 27,988,160,462.00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46,538,869.00 11,803,033,408.00 7.1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39,364,288.00 49.56% 12,231,790,625.00 5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357,174.00 91.34% 1,023,378,525.00 16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29,358,458.00 66.12% 949,106,711.00 13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9,196,166.00 467.46% 1,898,944,338.00 12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88.89% 0.71 16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88.89% 0.71 16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0.86% 8.31% 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290,190.00 主要为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1,972,891.00

主要为收到的政府奖励、 技改研发资金

等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15,135.00

主要为应收非全资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资

金占用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338,239.00 主要为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525,038.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43,125.00

合计 74,271,814.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9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刘革新 境内自然人 26.33% 379,128,280 284,346,210 质押 176,500,000

潘慧 境内自然人 10.57% 152,180,946 114,135,709 质押 98,879,998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赢投资10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88% 41,450,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1% 40,416,066

#程志鹏 境内自然人 1.95% 28,080,663 质押 6,370,000

刘绥华 境内自然人 1.76% 25,346,030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1.60% 22,965,72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1.19% 17,086,293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博远科诚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8% 16,933,093

欧阳江 境内自然人 1.17% 16,789,444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革新 94,782,070 人民币普通股 94,782,07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赢投资10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1,45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50,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416,066 人民币普通股 40,416,066

潘慧 38,045,237 人民币普通股 38,045,237

#程志鹏 28,080,663 人民币普通股 28,080,663

刘绥华 25,346,030 人民币普通股 25,346,030

陈世辉 22,965,728 人民币普通股 22,965,72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7,086,293 人民币普通股 17,086,293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博远科诚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933,093 人民币普通股 16,933,093

欧阳江 16,789,444 人民币普通股 16,789,4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绥华为刘革新之兄，不存在一致行动。 公司控股股东刘革新先生之子刘思川先生作为委托人通过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赢投资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实施了增持，因此，该信托计划与刘革新先生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程志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3,080,663股外，还通过首创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5,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28,080,663。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10,860,972.00 1,231,427,266.00 71.42% 主要为销售回款增加。

应收票据 961,507,027.00 1,459,967,398.00 -34.14% 银行承兑汇票兑现增加。

预付款项 757,094,706.00 428,638,159.00 76.63% 主要为伊犁川宁采购季节性原材料预付款增加。

利润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2,231,790,625.00 7,910,226,267.00 54.63%

1、子公司伊犁川宁产能释放，营业收入大幅增加；2、输液和非

输液制剂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税金及附加 169,725,309.00 127,131,509.00 33.50% 销售收入增加，相关税费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4,346,707,651.00 1,704,336,301.00 155.04%

"两票制"政策深入推行，加大销售终端客户的开发，市场开发

及维护费、市场管理、学术推广费增加，以及产品运费增加。

研发费用 621,118,386.00 467,376,075.00 32.89% "创新驱动"战略持续推进，研发费用大幅增加。

其他收益 92,846,800.00 70,641,985.00 31.43% 收到的政府奖励、技改研发资金等增加。

投资收益 97,073,811.00 32,907,018.00 194.99% 主要为对联营企业石四药集团的投资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2,912,506.00 -6,204,760.00 108.11% 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160,068,876.00 3,229,270.00 4856.81% 主要为四川科伦库房、浙江国镜搬迁补偿补助。

营业外支出 148,078,327.00 15,326,962.00 866.13% 主要为浙江国镜搬迁处置损失。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8,944,338.00 843,713,178.00 125.07% 主要为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81,588.00 -1,994,963,538.00 95.34% 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及工程项目投资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8,714,927.00 1,388,752,672.00 -164.71% 主要为偿还到期债务增加,以及支付股利及利息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科伦药业全资子公司伊犁川宁报送的 《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

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建设方案》，该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符合环

境保护部对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需要以及环境

保护部《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经环境保护

部研究， 同意依托伊犁川宁建设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

2018年01月15日

《关于收到国家环保部同意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

展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

程技术中心建设的函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2018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1月10日发行了8亿元。 2018年01月16日

《2018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创新小分子JAK抑

制剂"KL130008胶囊"获国家食药监总局注册受理。 KL130008胶囊是我公

司自主研发且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小分子JAK抑制剂， 拟用于类风湿关

节炎的治疗。

2018年01月27日

《关于公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创新小分子药物KL130008

胶囊注册受理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2018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于2018年1月25日发行了5亿元。 2018年01月29日

《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开发的化学药品"盐酸达泊西汀片"获国家食药监总局注册受理，我公

司是国内首家通过生物等效性研究（BE）并以与原研质量一致性标准申

报生产的企业。

2018年02月08日

《关于公司盐酸达泊西汀片国内首家报产注册受理的公

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

报》

公司2018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2月7日发行了7亿元。 2018年02月12日

《2018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国内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并获得药品补充申

请批件，用于治疗抑郁和惊恐障碍。

2018年02月12日

《关于公司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首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

截止2018年2月22日，公司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本次股份回购实际购买

公司股票 2,163,116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5%。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作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之股份来源。

2018年02月23日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2018年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3月6日发行了6亿元。 2018年03月12日

《2018年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全资子公司伊犁川宁万吨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升级改造工程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标志着万吨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现有生产线全面

竣工投产，为公司实现抗生素全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03月13日

《关于收到〈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万吨抗生素中间

体建设项目升级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及信息

公开相关情况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科伦博泰生物开发的重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

（VEGFR2）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获国家食药监总局核准签发的《药

物临床试验批件》。

2018年03月14日

《关于公司重组抗VEGFR2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获临

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中诚信证评的评级结果：债项级别 AA+，主体级别AA+，评级展望稳定 2018年03月21日

《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信

用评级报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 2018年3月

27日发行结束， 实际发行规模为4亿元。

2018年03月28日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

行结果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

公司2018年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3月28日发行了4亿元。 2018年03月31日

《2018年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全资子公司伊犁川宁的硫氰酸红霉素、7-氨基头孢烷酸、去乙酰-7-

氨基头孢烷酸、青霉素G钾盐四个产品，已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药物及

研究中心审核通过， 该注册登记事项的完成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国

际高端市场。

2018年04月20日

《关于伊犁川宁四个产品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登记审核

通过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创新镇痛药物外周κ受体激动剂

KL280006注射液获国家市场监总局注册受理，KL280006注射液为我公司

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择性外周κ阿片受体激动剂， 目前全球尚

无外周选择性κ受体激动剂类获批上市。

2018年04月23日

《关于公司创新1类化学药品KL280006注射液注册受理的

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

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美国科伦收到FDA签发的书面通知， 允许抗体偶联药物

（Antibody�Drug�Conjugate，ADC）"注射用 A166"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2018年05月04日

《关于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临床试验通知的

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

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Antibody� Drug�

Conjugate，ADC）"注射用 A166"继FDA允许开展临床试验后又获国家食

药监总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2018年05月12日

《关于公司创新抗体偶联药物注射用A166获临床试验批

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 "唑来膦酸注射液 "

《药品注册批件》，公司将尽快启动生产和销售。

2018年06月05日

《关于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及其子公司湖南科伦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公司将尽快启动生产和销

售。

2018年06月05日

《关于公司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

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

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创新小分子JAK抑

制剂"KL130008胶囊"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

2018年06月21日

《关于公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创新小分子药物KL130008

胶囊获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2018年07月09日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脂肪乳(10%)/氨基酸

(15)/葡萄糖(20%)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国内仅我公司注册申报脂肪

乳(10%)/氨基酸 (15)/葡萄糖 (20%)注射液，公司为国内首家获得生产批件

的企业。

2018年07月25日

《关于公司脂肪乳 (10%)氨基酸 (15)葡萄糖(20%)注射液获

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氨基酸葡萄糖注射

液"的 《药品注册批件》， 国内目前暂无企业注册申报氨基酸葡萄糖注射

液，我公司为国内首家获得生产批件的企业。

2018年07月25日

《关于公司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

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

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创新镇痛药物外周κ受体激动剂

KL280006注射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

件》，KL280006注射液为我公司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择性外周

κ阿片受体激动剂，目前全球尚无外周选择性κ受体激动剂类获批上市。

2018年07月27日

《关于公司创新1类化学药品KL280006注射液获临床试验

批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开发的注射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拟肽-Fc�融

合蛋白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2018年07月31日

《关于公司注射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拟肽-Fc融合蛋白

获临床批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2018年7月20日

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CP110号），交易商协会同意

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

2018年08月01日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2018年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7月30日发行了5亿元。 2018年08月02日

《2018年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中长链脂肪乳/氨基

酸（16）/葡萄糖（16%）电解质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本品为我公

司获批生产的第三个肠外营养三腔袋产品。

2018年08月03日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至24日，接受了日本PMDA的GMP现场检查。 8月3

日，公司收到了PMDA签发的《医药品符合性调查结果通知书》，确认公

司通过日本PMDA认证。 此次认证通过标志着公司产品获得了在日本销

售的准入资格，将对公司拓展日本医药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以

促进公司大容量注射剂在其他海外市场的销售。

2018年08月06日

《关于通过日本GMP认证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2018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8月15日发行了5亿元。 2018年08月18日

《2018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泰生物于2018年8月18日与Harbour公司签署许可协

议， 科伦博泰将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PD-L1单克隆抗体项目有偿独

家许可给Harbour公司进行除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以外范围的开

发和销售。 本许可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加快抗PD-L1单克隆抗体项目在全

球的开发速度，上市后将为全球肿瘤患者提供更好治疗手段，也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创新品牌和创新项目国际化能力。

2018年08月20日

《关于有偿许可Harbour公司在国外开发、 销售抗PD-L1

单克隆抗体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脂肪乳氨基酸（17）

葡萄糖（19%）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我公司为国内首家获得生产批

件的企业。

2018年09月04日

《关于公司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9%）注射液获得

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盐酸伐地那非片进入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

（第三十二批）》名单，我公司是国内首家通过生物等效性研究（BE）并

以与原研质量一致性标准申报生产的企业。

2018年09月14日

《关于公司盐酸伐地那非片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9月14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四川科伦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

1492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8亿元的公司

债券。

2018年09月26日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的公告》 披露于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实际控制

人刘革新

关 于 同 业 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

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

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

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公司产品相

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产品的产品；如果公司认为刘

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了对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

业务，刘革新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

权转让给公司；如果刘革新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公司主

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公

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

条件首先提供给公司， 公司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

权。

2008年09月

09日

承诺出具日至以下

时间的较早者：1）

刘革新不再直接或

间接控制公司；2）

公司股份终止在深

圳证券 交 易 所 上

市。

严 格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5.00% 至 85.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6,024.35 至 138,480.68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4,854.4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输液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加强销售推广力度，直销客户增加，毛利额和毛利

率增长；（2）伊犁川宁产能释放，全面达产，利润增加；（3）公司持续大力推进“创

新驱动”战略，研发费用大幅增加；（4）公司加强销售及新药推广力度，市场开发及

维护费、市场管理、学术推广费增加，以及产品运费增加；（5）市场融资利率上升，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4,100 5,000 0

合计 114,100 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表：

受托人名称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

方式

本期实际

收回本金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预计收益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报告期

损益实

际收回

情况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年1

月2日

2018年4

月2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0 57.75 57.75 57.75

民生银行双流支行 否 结构性存款 1,000

2018年2

月13日

2018年3

月23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0 4.16 4.16 4.16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年3

月20日

2018年7

月20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0 80.00 80.00 80.00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3,800

2018年1

月31日

2018年4

月30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800 0 43.29 43.29 43.29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4,000

2018年4

月4日

2018年6

月4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0 30.33 30.33 30.33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4,000

2018年5

月7日

2018年8

月7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0 45.50 45.50 45.50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4,500

2018年6

月8日

2018年9

月8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500 0 52.50 52.50 52.50

中国银行成都武侯

支行

否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

币按期开发理财产品

8,000

2018年1

月18日

2018年2

月22日

保本保收

益型

8,000 0 27.62 27.62 27.62

中国银行成都武侯

支行

否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

币按期开发理财产品

8,000

2018年1

月29日

2018年2

月22日

保本保收

益型

8,000 0 18.94 18.94 18.94

交通银行新都支行 否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6,000

2018年2

月1日

2018年2

月28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 0 12.87 12.87 12.87

交通银行新都支行 否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4,000

2018年2

月1日

2018年2

月13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0 3.35 3.35 3.35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悦”保本

开放式理财

15,000

2018年2

月2日

2018年3

月2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 0 47.18 47.18 47.18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号”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

10,000

2018年2

月6日

2018年2

月28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0 18.08 18.08 18.08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

悦”保本开放式人民

币理财

10,000

2018年4

月12日

2018年5

月14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0 36.82 36.82 36.82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号”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

3,000

2018年4

月12日

2018年4

月18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 0 1.48 1.48 1.48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号”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

4,000

2018年4

月12日

2018年4

月23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0 3.62 3.62 3.62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号”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

2,000

2018年4

月12日

2018年4

月24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0 1.97 1.97 1.97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号”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

2,000

2018年4

月12日

2018年4

月26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0 2.30 2.30 2.30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

大道支行

否

“金雪球-优先2号”开

放式人民币理财

4,000

2018年4

月12日

2018年5

月18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0 11.79 11.79 11.79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1,500

2018年7

月20日

2018年9

月20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 0 10.76 10.76 10.76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年7

月20日

2018年12

月20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0 0 97.50 0 0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4,300

2018年8

月10日

2018年9

月10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300 0 13.98 13.98 13.98

合计 114,100 -- -- -- 109,100 621.79 524.29 --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 --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7年3月31日

2018年2月27日

委托理财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

未来是否还有委托理财计划 有委托理财计划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8月28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科伦药业：2018年8月2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8年09月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科伦药业：2018年9月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8年09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科伦药业：2018年9月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8年09月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科伦药业：2018年9月10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公告编号：

2018-106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22日以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在成都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董事刘革新先生、王晶翼先生、刘思川先生、黄复兴先生、张腾文

女士和独立董事王广基先生、张涛先生、李越冬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与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2018年10月29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了明确的审核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以2018年6月15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0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在资金缴纳过程中，三名激励对象魏青杰、李成龙和王川在公司通过授予限制性股票议案后由于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报告书的补充公告》、《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用于限制性股票激励的股票但未

能授予的部分即55,950股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439,845,500股减少至1,439,789,550股，本次注销部分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报告书的补充公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及我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拟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用于限制性股票激励的股票但未能授予的部分即55,

950股予以注销，注销股票的同时公司将予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总股本将由1,439,845,500股减少至1,439,789,550股，

注册资本将由1,439,845,500元减少至1,439,789,550元。

同时，为了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促进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善化，拟对《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规定

进行修改，并就董事会延期召开事项进行补充规定。 因此，公司将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改的具体内容见附件《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在相关权限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

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上述责任标准

范围内就本届董监高任期内的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为新聘董监高办理新的投保等相关事

宜。

《关于为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公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8年10月29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发表了明确的审核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君健塑胶设立四川君圣的议案》

为便于开展境外业务，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崇州君健塑胶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1,340万元投资设立四川君圣医药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以下简称“君圣医药” ），设立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君圣医药67%股权，成都圣力特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持有君圣医药33%股权。 该子公司拟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商业贸易、企业策划、咨询服务等（上述信

息以主管机关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

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为实施控股子公司的设立，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及相关注册登记的手续。

六、在关联董事刘革新、刘思川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新增公司与科

伦医械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8年10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预计新增公司与科伦医械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

公告》。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8年11月15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8年10月29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改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39,845,500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39,789,55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439,845,500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1,439,789,550股，均为普通股。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邮件、电子邮件、公告、传

真或者专人通知；通知时限为：不少于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前 2�日。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邮件、电子邮件、公告、传

真或者专人通知；通知时限为：不少于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前 2�日。

但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不受会议召开2

日前通知的限制。

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完整或论证不充分的， 可以联

名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会议或者延期审议该事项， 董事会应当予

以采纳，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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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22日以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成都召开，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其中监事郭云沛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其余监事均以现场出席方式参加。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万鹏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 审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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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投保责任保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投保情况概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加

大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障，拟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的具体方案如下：

1．投保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责任限额：每年不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

4．保险费总额：每年不超过35万元人民币

5．保险期限：3年及以下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

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上述责任标准

范围内就本届董监高任期内的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为新聘董监高办理新的投保等相关事

宜。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可能因经营决策、信息披露等原因而面临经营管理风险和法律风险，公

司为其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有利于保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促进责任人员履行职责，促

进公司发展。 审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2018年10月25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

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审

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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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新增公司与科伦医械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因下属子公司采购商品事项与江西科伦医疗器械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医械”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下属企业2018年的经营计划，预计2018年度因采购事

项与科伦医械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公司与科伦医械的关联交易是指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商品采购业务形成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企业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董事刘思川为科伦医械股东，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科伦医械为公司关联法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与科伦医械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生效。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有关部门的批准。

2018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新增公司与科伦医械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刘革新、刘思川回避表决，其余董事的表决情况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

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预计2018年度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商品采购 科伦医械 5200.00 1620.00 100%

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科伦药业下属子公司与科伦医械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为2619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其履约能力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科伦医械成立于2010年12月，公司住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

人：陈俊。 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生产、研发、销售；进出口贸易；劳保用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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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

公司关联企业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董事刘思川为科伦医械股东。 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的规定，科伦医械为公司关联方。

科伦医械依法存续，本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下属企业与关联方科伦医械之间发生的采购商品业务为关联交易。为充分发挥本公司的销售优势，本公司下属

企业在2018年采购科伦医械生产的注射器、输液器、留置针、采血管等产品，并将该产品销往市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以市

场价为基础采购科伦医械生产的产品。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科伦医械之间发生的商品采购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商品采购，该采购严格遵守本公司

关于商品采购的相关制度，在综合各方面因素评定的基础之上，公平、公允地进行交易。 2018年，公司已严格按照采购业务

内部控制流程与科伦医械签订商品采购协议，协议约定了货物的质量要求、交货时间及数量、地点、价格、质量标准、验收流

程、付款方式等内容；该等定价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公司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的

约定事项执行相关条款。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科伦医械采购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与

稳定经营。该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公司与科伦医械就采购注射器、输液器、留置针、采血管等产品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提升公司销售能力，促进公

司产品丰富程度。我们认为公司前述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后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能够增

加公司营业收入。公司采购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以及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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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2018年11月15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5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1月14日至2018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8年11月1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15：00至2018年11月15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会议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12日。截至2018年11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本人如果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账户、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行使投票权利的集合类账户，需要根

据不同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题

1 关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

2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说明：

（1）上述第1、2、3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8年10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上述第1、2项议案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会议登记时间：2018年11月13日-14日

上午9：00–11：30，下午1：30–4：30

2、登记地点：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科伦药业董事会办公室

邮寄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科伦药业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邮编：610071

传真：028-86132515

3、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8年11月14日上午12：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信函或传真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2。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黄新、沈姗姗

联系电话：028-82860678

传真电话：028-86132515

联系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科伦药业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610071

邮件地址：kelun@kelun.com

2、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下列议案进行审议并按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

2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注：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2、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 、“反对” 、“弃权” 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

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22

2、投票简称：科伦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00

1 关于注销公司股票的议案 1.00

2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3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3.00

股东大会议案设置“总议案” ，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 1.00代表议案1，2.00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上述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1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11

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

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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