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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以下含义： 

步长制药/上市公司/公司 指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大得控股 指 大得控股有限公司 

步长（香港） 指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首诚国际（香港） 指 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

回购股份 
指 

步长制药拟用公司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按不

超过人民币 43 元/股的价格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将其用

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标的股

份，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用途。 

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回购

预案 
指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预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回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

报告 
指 

本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回购出具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所有小数尾数误差均由四舍五入而引起；如无特别说明，

本报告中引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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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步

长制药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就本次回购出具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它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

对本次回购股份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

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步长制药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与公司管

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

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步长制药提供，提供方对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步长制药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

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引致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6、在与步长制药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

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

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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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步长制药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公

司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内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标的股份，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用途。 

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每股 43 元。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不超过 20 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按

回购金额上限 20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每股 43 元进行测算，若

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651.16 万股，占

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5.2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

月。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1、如在回购期

限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或金额达到上限，

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2、如公

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

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公司不得在下

列期间回购股份：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

易日内；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

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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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dong Buchang Pharmaceuticals Co., Ltd.  

股票简称 步长制药 

股票代码 603858 

注册资本 人民币注册资本 681,8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赵涛 

成立日期 2001 年 5 月 10 日 

住所 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 369 号  

邮政编码 274000  

联系电话 0530-5299167  

联系传真 0530-5299286  

互联网网址 www.buchang.com 

电子信箱 ir@buchang.com 

经营范围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浓缩丸、水丸、水蜜丸)、

口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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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注：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转增股本上市流通后，总股本增加至 886,340,000 股，目

前注册资本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步长制药的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185,646 48.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0,154,354 51.92% 

总股本 886,340,000 100.00%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步长制药总股本为 68,180 万股，其中步长(香港)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90,507,2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1%，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为大得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步长(香港)和首诚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各 100%股权。大得控股通过步长（香港）持有公司 42.61%

股权，通过首诚国际（香港）持有公司 7.18%股权，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49.79%

http://www.buchang.com/
mailto:ir@buch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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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赵涛持有大得控股 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简历如下： 

赵涛，男，1966 年 1 月 29 日出生，硕士学历，新加坡籍，西安医科大学

学士，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中国侨商投资企业

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侨商协会监事长。现任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和大得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四）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步长制药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90,507,220  42.61% 境外法人 

首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48,960,000  7.18% 境外法人 

North Haven TCM Holding 

Limited 
18,972,000  2.78%  境外法人 

天津宝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240,000  1.80% 其他 

西藏丹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075,984  1.77%  境内法人 

辉华亚太有限公司 11,934,000  1.75%  境外法人 

宁波新华投资有限公司 9,733,851  1.43%  境内法人 

蔚丰控股有限公司 9,180,000  1.35%  境外法人 

西藏大中宏宇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8,762,616  1.29%  其他 

上海杉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8,307,900  1.22%  境内法人 

合计 430,673,571 63.18% - 

（五）经营情况 

步长制药秉承“聚焦大病种、培育大品种”战略，以专利中成药为核心，致

力于中药现代化，主要产品在心脑血管和妇科用药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步长制药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年12月31

日 

2016年12月31

日 

2015年12月31

日 

总资产 1,944,140.13 1,919,670.26  1,867,495.51  1,576,3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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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74,454.54  1,314,225.76  1,260,601.59  715,219.30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574,800.18  1,386,391.87 1,232,088.31 1,165,56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0,091.60 163,795.23 176,936.46 353,676.44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40.97 145,304.18 153,849.80 165,707.14 

经营性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151,830.66 196,197.56 166,878.31 212,073.07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3 2.40 2.86 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19 % 12.81% 21.21% 63.78%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其中 2018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385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980 万股，并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经核查，步长制药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第八条第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的

信息进行查询，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实，步长制药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公司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根据步长制药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步长制

药货币资金余额 336,013.3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274,454.54 万元，2018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74,800.18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91.60 万元。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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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回购股份后，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十一）股权分布不

具备上市条件：指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0%。上述社会

公众股东指不包括下列股东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人。” 

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步长制药总股本为 88,634 万股，按照回购金额上

限 20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每股 43 元进行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 4,651.16 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5.25%。回购股份

的具体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引起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上市

地位构成影响。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步长制药本次回购部分股份并不以退市为目

的，本次回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上市

地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

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步长制药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分析 

近期公司股票价格跌幅较大，目前公司股价处于上市以来较低位置，本次回

购有利于维护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培养投资者长期稳定持有公司股票，

推动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合理回归，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

发展。经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股权分布情况及发展战略等，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拟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标的股份，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用途。 



9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具有必要

性。 

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步长制药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为 1,944,140.13 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74,454.54 万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336,013.32 万元，公司资本实力、长期偿债能力较强。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相对公司资产规模较小，在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回购完成后，公司仍

保持着较高的货币资金余额和较强的资本实力，对资产负债率影响较小。因此，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165,562.74 万元、1,232,088.31 万元、1,386,391.87 万元和 574,800.18 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53,676.44 万元、176,936.46 万元、

163,795.23 万元和 70,091.60 万元，公司经营势头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本次

回购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

影响。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的情况下，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具有可行性。 

八、回购股份方案的影响分析 

（一）回购股份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 

步长制药将在回购期内择机买入股票，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同时回购股份

也有利于增加步长制药股票的交易活跃程度，对上市公司股价形成一定支撑作用，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回购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以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金额上限 20 亿元、回

购价格上限每股 43 元测算。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本次回购前后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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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主要财务指标对比如下：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资产总额（万元） 1,944,140.13 1,744,140.13 

负债总额（万元） 659,293.80 659,29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1,274,454.54 1,074,45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4.38 12.79 

资产负债率（%） 33.91 37.80 

流动比率 1.28 0.92 

公司总股本（万股） 88,634.00 83,982.84 

注：1、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需结合具体股权激

励计划进行分析判断，具体数据尚无法计算。2、回购前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指标均以 2018

年 8 月 20 日转增股本后的 88,634 万股为基数计算。 

本次回购对步长制药总体财务指标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三）回购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按照股份回购金额上限 20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每股 43 元进行测算，以 2018

年 8 月 20 日股权结构为基础，本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1）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185,646 48.08% 379,674,019 45.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0,154,354 51.92% 460,154,354 54.79% 

总股本 886,340,000 100.00% 839,828,373 100.00% 

（2）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185,646 48.08% 379,674,019 42.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0,154,354 51.92% 506,665,981 57.16% 

总股本 886,340,000 100.00% 886,340,000 100.00% 

注：假设后续用于股权激励的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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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将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

地位。 

（四）回购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 

根据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步长制药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上限 20 亿元占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流动资产的

比重分别为 10.29%、15.69%和 27.71%；本次回购完成后，以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以及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测算依据所计算的资产负

债率将由 33.91%调整为 37.80%。 

综合前述数据，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会

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将在实施期限内择机回购公司股票，对公

司偿债能力的短期冲击较小，因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

重大影响。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证监发[2005]51 号）、《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步长制药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和偿

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一）本次回购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 

（二）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产生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方案需征询债权人同意，存在债权人不同意而要求提前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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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四）本次股份回购及相关的后续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公司尚需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五）本次回购的最终回购价格、回购金额、回购数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六）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步长制药股

票的依据。 

十一、备查文件 

1、《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决议》 

2、《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3、《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独立意见》 

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半年

度报告 

十二、本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利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2-15 层 

电话：010-66538666 

传真：010-66538566 

联系人：和岩彬、洪达、房铭、帅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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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之签章页）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