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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19-058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天津药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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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天津

药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研院”）签署《技术服务框

架协议》。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形成不利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周晓苏女士、万国华先生、俞雄先生对上述

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在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涉

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药研院发生三次关联交易共计 7180 万

元，其中同类关联交易一次 3500 万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与药研院签署的《技术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一

年，金额不超过 3,5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 月 13 日已执行完

毕，共计发生交易金额为 3,500 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具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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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情况如下表： 

序号 合同名称 分类 
合同额（万

元） 

截止至 2019 年 11 月执

行情况 

1 YL00010 原料药 300 2019.01 支付完毕 

2 YL00011 原料药 300 2019.10 支付完毕 

3 YL00012 原料药 300 2019.10 支付完毕 

4 YL00013 原料药 600 2018.12 支付完毕 

5 ZJ00003 制剂 300 2018.12 支付完毕 

6 ZJ00004 制剂 700 2019.05 支付完毕 

7 ZJ00005 制剂 600 2019.10 支付完毕 

8 ZJ00006 制剂 400 2019.10 支付完毕 

合计 3500 万元 

双方已经交接以上项目的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中试研

究工艺总结报告、试生产研究工艺总结报告等一系列的技术文

件；药研院已经提供现场技术指导、药品注册等技术服务；以上

产品已经申报到中国和欧美国家药监管理部门。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提高

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经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药研院继续签署《技

术服务框架协议》。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是公司控

股股东，也是药研院的控股股东。药研院与公司为受同一股东控

制的关联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发生 10,580 万元，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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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药研院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82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为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北、新环西路东，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静，经营范围为：技术开

发、咨询、服务、转让（医药产品、生物制品、保健食品、医药

中间体及化工原料、生产工艺的改进）；医药中间体的经营（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自成立以来，药研院先后

被认定为天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药研院内部设有

国内唯一的以甾体药物研发为主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近年来，

累计开展研发项目超过 200 项，承担国家、天津市市级研发课题

30 余项，申报发明专利 198 项，获授权 54 项。 

药研院 2018 年末总资产 23,981.01 万元，净资产 6,929.98 万

元。2018年营业收入 1,800.92万元，其中技术转让类收入 1,232.80

万元，医药中间体销售收入 568.12 万元，实现净利润 39.3 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为了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提高经济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双方经友好协商，利用药研院原料药和制剂开

发多年的研发优势，加强原料药创新工艺和质量研究，系统解决

未来工艺技术创新与提升、工艺成本、环保压力等问题，委托药

研院围绕甾体药物和氨基酸创新工艺研发、生物转化技术、药物

晶型研究、药物杂质研究与制备、微粉化工艺研究、微通道反应

技术、国际化 DMF（Drug Master File，药品主文件）项目、客

户文件答复、无菌原料药研究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最终提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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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甾体药物和氨基酸药物领域产业化制备技术的综合实力，完

成硬件设备提升，实现反应技术的革新，满足专业化和绿色化工

艺技术要求。预计项目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代码 分类 预计金额（万元） 

1  YL00016 工艺改进 200 

2 YL00017 

DMF 申报 

300 

3 YL00018 300 

4 YL00019 300 

5 YL00020 200 

6 YL00021 300 

7 YL00022 400 

8 YL00023 300 

9 YL00024 

无菌原料药 

300 

10 YL00025 400 

11 YL00026 400 

  总计   3400 

公司将委托药研院开展以上项目的药学研究工作，撰写研发

报告和注册文件，整理原始数据，协助公司注册申报。项目完成

后，药研院交付公司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中试研究工艺总

结报告、试生产研究工艺总结报告等一系列的技术文件，对公司

产业化进行技术指导，完成注册申报。 

 (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药研院签署《技术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一年，

金额不超过 3,400 万元，双方根据项目的实际发生情况签订具体

合同，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项目明细详见“交易标的”中列表） 

1. 在原料药技术开发方面：按照公司的需求，药研院针对

甾体药物和氨基酸创新工艺研发、生物转化技术、药物晶型研究、

药物杂质研究与制备、微粉化工艺研究、微通道反应技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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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开展研发工作。根据项目的实际计划，预计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 

2. 在原料药国际注册技术服务方面：按照公司的需求，药

研院针对原料药国际化 DMF 项目、客户文件答复等方面开展研

发工作。根据项目的实际计划，预计累计不超过 2,100 万元。 

3. 在无菌原料药技术开发方面：为开拓无菌级别的滴眼液、

注射剂等高端制剂市场需求，按照公司的战略部署，委托药研院

针对无菌原料药研究，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根据项目的实际计

划，预计累计不超过 1,100 万元。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为自主研发，没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

场价格或收费标准，因此交易价格依据对项目成本的合理预算及

研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确定。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将与药研院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

《技术服务框架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协议自董事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有效期一年。药研院将根据公司的需求，针对本次技术服务内容

安排具体项目并制定项目计划，按时交付技术服务成果或者技术

报告。 

五、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药研院进行技术研发事项，围绕 QBD（Quality By 

Design，质量源于设计）理念，质量、成本优势和绿色可持续环

保理念，旨在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将有利于完善

公司生物发酵、化学合成核心技术，实现反应技术革新，降低原

料药生产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国际 DMF 注册能力、客户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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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出口竟争力；有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无菌原料药质量风险

管理体系，掌握无菌原料药的核心技术，使得现有产品进一步升

级，符合市场需要，扩大公司在甾体激素和氨基酸药物领域的国

内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公司未来市场开拓和持续盈

利能力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六、 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周晓苏女士、万国华先生、俞雄先生对上述关

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要求；交易

将增强公司在原料药和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国内外的影响力，增加新的利

润增长点；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按照自愿、公平及合理的原则协商达

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书； 

4．《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