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股票发行招股说明书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5000 万股 A 股推介活动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01 年 6 月 18 日采取网上定价
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 5000 万股 A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新股发行
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司推介的通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定于 2001
年 6 月 17 日下午 2：00---6：30 进行公司现场推介和网上推介活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推介（2001 年 6 月 17 日下午 2：00 时至 6：30 时）
网上推介网址：中华路演网（http://chinaroadshow.com），同时和讯
网（http://www.homeway.com.cn）提供网上路演链接。
出席人员：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晓鸣先生、总经
理兰先德先生、总会计师曹永勤女士、董事会秘书张潘宏女士、东方
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董事汪洋、项目组钟茂军、张坚、许
劲。
二、现场推介（2001 年 6 月 17 日下午 2：00 时至 4：00 时）
现场推介将在浩然高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举行（广元西路 55 号，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
。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1 年 6 月 13 日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环城路 １１７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０２５ 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发行股票类型：
预计发行量：
（单位：人民币元）

人民币普通股
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面值

发行价

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

每股

1.00

13.77

0.465

13.305

合计

50,000,00

688,500,000

23,252,250

665,247,750

0

发行方式：

上网定价发行

发行日期：

２ ０ ０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拟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机构：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发行人股
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
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下列投资风险：
目前，公司的主营产品是保健食品。此次募股的部分资金将投向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
瘤坏死因子和中药现代化领域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如果公司不能在相关的技术、人才、
管理等方面进行积极准备，将可能会对上述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 １ 年以内帐龄的应收帐款坏帐准备的计提比例为 １％。公司根据不同的信用情况给予
客户不同的付款信用期，客户经营财务状况和信用情况的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坏帐

的发生。
国内保健食品行业的竞争激烈，存在市场销售风险。

招 股 说 明 书 签 署 日 期 ：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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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在本招股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１、发行人、本公司或股份公司、公司：指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生物制品公司：指本公司前身原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３、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４、本次发行：指本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５０００ 万股。
５、保健食品：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使用，具有调节机
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
６、ＣＲＭ：指“客户关系管理”英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的缩写。
７、绿色通道：是指一种旨在使产品更贴近消费者的商业行为。通常是在商业销售
场所的醒目位置，以专柜或其他形式来展销产品，并辅之以立牌或台牌、产品
介绍单、灯箱等促销工具来展示企业形象和宣传产品；同时在部分销售场所派
驻促销员进行促销宣传。
８、ＧＭＰ： 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英文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的缩
写。
９、ＩＳＯ９００１：指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于 １９９４ 年就产品
质量管理及质量保证而制定的一系列国际标准之一。
１０、ＨＡＣＣＰ：指“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英文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 的缩写，是由美国太空总署和美国 Ｐｉｌｌｓｂｕｒｙ 公司共同发展起来的一种
保障食品安全的质量管制法。该套管理系统应用于食物产出直至消费的整个流
程。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微生物规格委员会均将 ＨＡＣＣＰ 列为最有效的食
品危害控制方法。
１１、主承销商：指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元：指人民币元，中国法定货币单位。

致投资者
对本招股说明书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投资者应依据本招股
说明书所载资料作出投资决定。本公司并未授权任何人士向任何投资者提供与本招股说明书
所载资料不同的资料。任何未经本公司及主承销商授权刊载的资料或声明均不应成为投资者
依赖的资料。本招股说明书的摘要同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第二章 概览

本概览仅对招股说明书全文做扼要提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前，应认真阅读
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发行人简介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体改审（１９９７）０３５ 号文批
准，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
元。
公司的主要股东为上海交通大学、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茸北
工贸实业总公司等。
本公司主要从事保健食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昂立一
号口服液、昂立多邦胶囊、昂立西洋参胶囊、昂立美之知胶囊、昂立舒渴口服液、
昂立明视胶囊和昂立康尔润通糖浆等。
1997 年起至今，公司被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认定办公室认定为上海
市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获得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2000 年，经国家人事
部批准公司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的研究开发机构被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等
部门批准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根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公布的“全国连锁店畅销商品月度检测资料”，
在保健滋补品市场的占有率和综合的排名中，公司产品自 98 年 5 月以来，除 3 个
月外，月度销量一直位居全行业第一。
根据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前三年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简要利润表

金额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００年度

１９９９年度

１９９８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９，３５８，１７５．３８

５１７，１２９，６９８．３３

３７０，１６８，９００．２７

二、主营业务利润

３３５，７２５，１８２．２０

４０９，５６７，７９７．１８

３００，１１９，２１０．２１

三、营业利润

２６，３３９，３２９．１１

４８，９５９，００９．９９

６５，７６２，５９８．７７

四、利润总额

５０，８６４，２０８．０５

６４，７４９，６４５．６５

６３，７５９，７２２．０４

五、净利润

５０，６１５，８５５．６４

５９，７２０，３４６．５１

５１，２３２，７６５．０４

简

要

资

产

负

债

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２５１，１５１，２３９．０１

３１５，３７８，１３５．２０

２５４，７４９，１０４．２８

长期投资

６１，５１３，７４６．２４

２，２２６，４４７．５５

６，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０４，１９０，３６２．４８

１００，９８０，９４０．０９

７９，９４３，５８１．７３

３１，２５６，７４８．０９

２９，５２１，２３６．２２

２６，８７５，２００．６２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４４８，１１２，０９５．８２

４４８，１０６，７５９．０６

３６７，８６７，８８６．６３

流动负债

２６７，４１７，８２４．３２

２４４，９６５，１５３．１２

１４３，３３９，４９６．２３

长期负债

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东权益

１８０，１６２，６００．３３

１９７，３１８，９９８．７３

１６９，９９５，２０６．９４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４４８，１１２，０９５．８２

４４８，１０６，７５９．０６

３６７，８６７，８８６．６３

（二）本次发行情况及募股资金主要用途
本公司已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 万股，以上网定价
方式发行。每股发行价 13.77 元，全面摊薄发行市盈率为 41.98 倍，发行总市值 68,850
万元。
如本次发行成功，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可募集资金 66,525 万元。根据国家
产业政策和本公司发展规划，本公司拟将所募资金用于以下 5 大类 14 个项目：
１、现有保健品生产的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
1）昂立一号口服液技改项目

2）昂立多邦胶囊技改项目
3）昂立舒渴口服液技改项目
4）昂立康尔润通糖浆技改项目
5）松江厂厂区公用配套设施改造项目
２、中药现代化领域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
６）天然植物综合提取建设项目
７）精制多糖、黄酮、皂甙建设项目
８）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公用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３、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
9）购买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使用权
10）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生产用房建设项目
４、生物医药研究院项目
11）组建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医药研究院
５、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2）加强以销售公司为主干的销售服务网络
13）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
14）在全国的商业网络中建立本公司产品的绿色通道

第三章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

1.00 元

3、发行股数：

5000 万股

4、发行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25％
13．７７ 元

5、每股发行价：
6、发行市盈率：

41.98 倍（全面摊薄）
36.72 倍（加权平均）

7、2001 年盈利预测：

6561 万元（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5%）

8、发行后每股盈利：

0.328 元（全面摊薄）
0.375 元（加权平均）

9、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201 元（按 200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数据计算）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555 元（已扣除发行费用）

11、发行方式：上网定价
12、发行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可以从事股票投资的自然人和法人
13、承销方式：余额包销，由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包销
14、本次发行预计实收募股资金：66,525 万元
15、发行费用概算：总额为 2325 万元，其中
承销费用：1721 万元
上网手续费：241 万元
登记托管费：15 万元
注册会计师费用：180 万元
评估师费用：55 万元
律师费用：60 万元
审核费：3 万元

其它费用：50 万元

（二）发售新股的有关当事人
１、发

行

住

人：
所：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环城路 117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许晓鸣

联 系 地 址：

上海市虹桥路 811 号

电

话：

（021）62810808-334

传

真：

（021）62947582

人：

张潘宏 郭克辉

联

系

２、 主 承 销 商 ：
住

所：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025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朱福涛

联 系 地 址：

上海市巨鹿路 756 号

电

话：

（021）62568800-2086

传

真：

（021）62569331

人：

吴浩 张坚 周良

联

系

３、副主承销商：
住

所：

南方证券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宾路 4028 号太平洋商贸大厦 20-28 层

法 定 代 表 人：

沈沛

电

话：

（021）52340808-625

传

真：

（021）52340280

人：

金涛

联

系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商
业大厦 8 楼

法 定 代 表 人：

徐卫国

电

话：

（021）65536234

传

真：

（021）65528160

人：

曾信

联

４、分

系

销

商：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 16-17F

法 定 代 表 人：

李仁杰

电

话：

（0755）3905283

人：

吴德超

联

系

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法 定 代 表 人：

陈云贤

电

话：

（020）87555888-530

人：

成燕

联

系

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杭州市延安路 400 号二轻大厦

法 定 代 表 人：

林益森

电

话：

（0571）7782222

人：

徐菁菁

联

系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下特 8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明云成

电

话：

（021）63298982

人：

李文静

联

系

福建省闽发证券有限公司
住

所：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环球广场 28-29 层

法 定 代 表 人：

张晓伟

电

话：

（021）62580818

人：

徐卫明

联

系

青岛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青岛市市北区标山路 36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迟绍良

电

话：

（0532）5022361

人：

牛振松

联

系

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济南市泉城路 180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段虎

电

话：

（021）68810886-672

人：

贾纯胤

联

系

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湖北省宜昌市滨湖路 2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邓贵安

电

（021）62740957

话：

联

系

人：

５、上市推荐人：
住

所：

马泓政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延平路 135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金建栋

电

话：

（021）62580818

人：

曾大成

联

系

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唐山路 218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王开国

电

话：

（021）63756385

人：

杨艳华

联

系

６、发行人律师：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

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

电

话：

(021)68818100

传

真：

(021)68816880

经 办 律 师：

７、审计机构：
住

刘大力 韩炯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所：

嘉定区叶城路 925 号 1 幢 208 室

法 定 代 表 人：

朱建弟

电

话：

(021)63606600

传

真：

(021)63501004

经办会计师：

戴定毅 王惠忠

８、资产评估机构：
住

所：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925 号 112 室

法 定 代 表 人：

张美灵

电

话：

（021）64871125

传

真：

（021）64871128

经办评估师：

９、股票登记机构：
住

所：

徐咏梅 谢岭

上海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建路 727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王迪彬

电

话：

(021)58708888

传

真：

(021)58754185

１０、资产评估确认机构：

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住

所：

上海市医学院路 69 号华业大厦 1F

电

话：

(021)64171252

传

真：

(021)64182355

（三）上市前的有关重要日期
1、发行公告刊登的日期：2001 年 6 月 14 日
2、预计发行日期：2001 年 6 月 18 日
3、申购期：2001 年 18 日
4、资金冻结日期：2001 年 6 月 19 日至 2001 年 6 月 21 日
5、预计上市日期：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四章 风险因素
投资本公司股票会涉及一系列风险。在购买本公司股票前，敬请投资者将下列
风险因素连同本招股书其它资料一并考虑。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此次发售的股票时，除本招股说明书提供的其它各项资
料外，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
策的程序大小排序，本公司风险如下：
（一）向相关领域拓展的风险
目前，公司的主营产品是健康产业中的保健食品。为分散公司经营风险、增强
发展的后劲，本公司拟将此次募股的部分资金投向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
因子和中药现代化领域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从产业的关联度分析，食品、
保健食品以及药品是健康产业中联系密切的三个领域。从对技术的一般要求看，保
健食品研发、生产的技术难度介于食品和药品之间。如果公司不能在相关的技术、
人才、管理等方面进行积极准备，将可能会对上述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此，公司已在前期对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技术方面，公司是国家人事部批准的全国 ６２ 家博士后工作站之一，同时又是
上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目前已获得 ２ 项专利，另有 ４ 项专利的申请已获受理。
公司下属的生物医药研究所已有多个在研药品。同时，公司已分别通过协议和意向
书的形式对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和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的技术实施进行了
保证。根据约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除将准许公司使用重组人新型肿瘤
坏死因子专利技术外，还将派遣有关研究人员实施技术指导，并保证在获得新药证
书后能连续生产三批合格的产品送检。而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将以中药提取
的有关专有技术与公司合作建设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共同开发中药资源。
人才方面，为保证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的实施，公司采取了内外结
合的方法，除选派内部包括 ２ 名博士在内的骨干人员筹备项目的实施外，还向社会
公开招聘了一批来自国内著名药厂的管理、技术方面的高级人才，其中两人曾在原
单位分别担任厂长和总工程师，一人在原单位担任营销部经理，两人在原单位担任

质量控制检验部门负责人，两人在原单位负责新药开发工作，一批包括博士在内的
应届大专院校医药专业毕业生也已准备受聘加入公司。公司在已有保健食品采用天
然植物提取物进行生产的基础上，另外聘请了拥有海外研究背景、专攻中医药、植
物提取和分析等方面的博士为主力的队伍，开发研究天然植物药新产品。
管理方面，公司自身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认证。在此基础上，公司将把相关
方面的标准、规则和成熟经验充分贯彻到医药项目的建设和日常管理中，推动项目
的准备和实施，使其运作尽快实现正常化和成熟化。
生产方面，公司目前的保健食品生产已按照 ＧＭＰ 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在实践
中取得了相关的经验。在今后医药产品的生产建设中，公司也将严格按照 ＧＭＰ 要求
实施生产场地的建设和管理。

（二）应收帐款发生坏帐的风险
本公司坏帐准备的核算采用备抵法，除对某些风险较大的应收帐款计提较大比
例或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外，其余按帐龄分析法计提坏帐准备。公司 1 年以内帐龄的
应收帐款坏帐准备的计提比例为 1％，其原因在于：
（１）公司的货款回收情况良好，
坏帐损失风险较小；（２）对某些风险较大的应收帐款计提较大比例或全额计提坏帐
准备；（３）２０００ 年年末，计提的坏帐准备占总的应收款项的比例已经超过 ５％。公
司定期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评估并对收款情况予以检查，当发现某些应收帐款有较大
的风险时，对该部分应收款项计提较大比例或全额计提坏帐准备。
本公司销售客户主要为各地的超市及零售百货企业。除付款提货外，公司根据
不同的信用情况给予客户不同的付款信用期，客户经营财务状况和信用情况的不断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坏帐的发生。
为降低上述风险，本公司已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公司给客户的信用期间控制在
３ 个月以内。历史数据分析显示，公司货款回收情况良好。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货款回
收比例分别为 ８０．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４９％；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 ６６．７７、５９．３５、
５７．２９ 天，均短于最长信用期间，且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０ 年底的应收账款 ７，３６４．３５
万元，绝大部分是在信用期间内，截至目前已收回约 ９０％。公司的应收账款约有 ４６
％集中在财务实力较强、财务状况较好的 １０ 家大型超市，从付款记录分析，这些

客户的信誉都较好。可见，公司货款回收情况良好，客户信誉较好，收款风险较小。
为了进一步加快货款回收，减少资金占用，公司根据 ＩＳＯ９００１ 的规定，定期对经销
商信用进行评估，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内控制度。公司目前帐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账
款为 ８３ 万元，只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１．１３％，且已根据公司确定的坏帐提取比例提
取了 ５０％的坏帐准备，收款风险较小。

（三）市场风险
1、行业竞争激烈带来的市场销售风险
国内保健食品行业的竞争激烈。根据《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0 年 12 卷第 5
期的文章介绍，仅在 1996 年 6 月－1998 年 5 月期间，经国家卫生部审定的保健食
品就有 1407 种。同时，国内保健食品厂商数量众多，而根据国内贸易部商业信息
中心对全国连锁店畅销商品监测资料，境内厂商的市场占有率没有一家超过 20%。
这说明保健食品市场的进入门槛不高，低层次重复建设严重，市场呼唤一批具有科
技创新意识和规范运作体系的优良企业，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重组成为发展的大
趋势。同时，鉴于整个国内保健食品市场正处于一个上升期，许多原本属于制药或
其他行业的企业也纷纷进入该领域。这种竞争状况将对本公司的销售定价、市场开
拓等方面带来较大影响。本公司在推广产品时，如果出现市场营销策略的失误，将
影响本公司市场占有率及业务收入的增长。
面对保健食品激烈的市场竞争，本公司将凭借产品的系列化和差别化相结合的
方法，扩大产品销售的深度和广度，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而在总体上
提升公司在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所谓系列化是指推出适合不同对象的产品，从而
能占领各细分市场。所谓差别化是指在同一细分市场中，通过推出具有较高技术含
量的产品确立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赢得消费者。公司一直以“知识营销”为核心
执行科普、售后服务、商场促销、媒体宣传等方面的综合营销策略，树立“昂立”
在整个保健食品市场的品牌形象。

2、产品销售的季节性波动
本公司主要的产品是保健食品，属于大众消费品。当前国内消费品零售市场受

到年内不同时段居民收入起伏的影响，在年末至春节前后出现明显的高峰。根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 1999－2000 年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每年 1－2 月份及
9－12 月份的零售总额比其余六个月高出 7 个百分点。就保健食品而言，其消费人
群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出于养生健体目的经常服用的，这是保健食品消费的基本人
群；一类是出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在冬季进行进补的；一类是购买后作为礼品赠送
的，一般的消费时间集中在节假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等。由于以上的消
费特点，公司的产品销售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主要的销售高峰出现在节假日及冬
季。公司每年的 1-2 月和 9-12 月的销售收入占全年销售收入的 66%以上。
面对保健食品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公司将通过三个措施尽量减小其带来的不利
影响。一是向健康产业的相关领域拓展，此次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中将有部分投入
到现代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和中药现代化领域的天然植物提取
物生产项目，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的适用对象为广大癌症患者，而天然植物提
取物生产项目顺应了国际健康产业回归自然、发展天然植物药的发展趋势，具有良
好的市场前景。上述产品作为药品或医药中间体，在消费上呈现常年连续性消费的
特点，不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提高本公司业绩的稳定性。二是巩固
现有国内产品市场的销售，提高产品生产质量和客户服务质量。根据季节性交错和
地区情况，以不同的促销方式促进产品销售市场纵向和横向的发展。三是大力开拓
海外保健食品市场，在发挥已有海外经销商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获得自营进
出口权的优势，进一步培育海外市场和消费群体，逐步以国外市场消费者的不同消
费特点抵消国内市场销售的季节性波动。

3、竞争区域相对集中带来的风险
保健食品的消费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具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往，国内主要的
保健食品企业自身多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本身资金实力的限制，其销售的重心
也集中在居民购买力较强的东南沿海、华北等地区。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保健食品市
场的区域性不平衡格局，加剧了局部地区竞争的激烈性和风险度。本公司虽已意识
到该问题并通过自身不断积累和投入初步构建了覆盖全国 100 多个大中城市及周边
地区的销售网络，但在实际销售中受制于资金实力的原因尚未完全突破行业内共有

的“东重西轻”的格局，如果公司不能在今后先于同行在中西部市场奠定领先的市
场份额，将对以后保持业绩的增长带来压力。
为尽快抢占国内同行开发较少的中西部市场，公司在目前已有销售网点的基础
上，已计划将本次募股资金投向中“加强以销售公司为主干的销售服务网络”项目
的部分资金用于在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设立销售公司，并籍以带动公司产品在其周
边地区的销售，力争先于同行抢占市场份额，巩固公司在国内整个市场的领先地位。
同时，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对自身的销售网络和
资源进行整合，提高整个销售系统的运行效率，增强自身竞争力。

（四）技术更新替代的风险
本公司产品具有科技含量高、人员素质要求高、产品更新速度快等特点，如果
公司不能根据市场变化进行技术创新，及时调整产品方向，导致新技术、新产品的
开发进程滞后于行业发展及消费者需求，将对本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本公司认为，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科
研成果转化能力和对市场的洞察能力。目前，本公司已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拥有
一批专门的科研人员，一批新的技术和产品亦正在开发之中。同时，为保持技术方
面的优势，公司拟将此次公开募股所获得的部分资金用于生物医药研究院的建设，
通过跟踪国内外技术最新动态以及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持续调查和研究，及时开发和
不断推出新的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

（五）政策风险
国家有关部门自 1995 年以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保健食
品管理办法》等一批相关法规、条例对保健食品市场进行了整顿和规范。今后，国
家将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行业的生产和营销。如果国家出台新的行业政策和生产标
准，将有可能导致产品规范的变化，从而增加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成本。
对此，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遵循严格规范的经营准则，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和 ISO9001 体系进行科研、生产。本公司销售的所有产品已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文件，一批在研项目也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进行开发。今后，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对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的研究和把握，及时调整公司经营方针和策略，
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六）管理风险
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的因素，因此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成为稳定和制约
管理层的重要方面。国内许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往往由于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完
善造成大量人员流失以及渎职等现象，从而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特别是在
股权机制方面，国外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期权、期股等机制将管理层和
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相结合，从而调动企业整体的积极性，而国内由于相关法
规方面的不完善，企业在这方面尝试的步伐都迈得不大。如果公司不能制定有效的
奖惩机制，将可能影响管理层的运作效率，从而带来管理风险。
对此，作为一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在法律法规允
许的范围内进行了相应的尝试。根据公司章程的精神，公司由董事会按会计年度制
订“总经理（包括经营班子）经营目标考核方案”，根据公司年度目标的完成情况
对管理层进行奖惩。该等措施在以往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今后，公司将以规范的信
息披露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管理层运作情况的透明度和股东的参与度，并据此
制定更为完善的管理层奖惩制度。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的政策变化，及时制
定和实行包括股权计划在内的管理层奖惩方案，规避相应的管理风险。

（七）经营风险
1、主业单一风险
本公司目前的主业比较集中，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保健食品的研究、生
产和销售，公司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保健食品的销售。虽然公司的产品品种较多，
经营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主业仍相对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行业发展的影响。
对此，公司已积极着手向健康产业中的其他领域拓展。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
本公司今后将在巩固保健食品行业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大力向健康产业的其他领域发
展，包括国家积极鼓励的中药现代化、现代生物医药等产业，将中国传统中医、中
药理论实践经验与现代医药技术相结合，以逐步降低自身主业单一的风险。

2、产品质量风险
本公司生产的保健食品均为内服型，产品的质量与广大消费者的健康息息相
关。如果本公司在生产、运输管理的过程中发生疏忽，将有可能导致产品达不到卫
生要求，从而产生质量风险。
为了防止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司依据 GMP 标准建造
生产厂房和流水线，保证了产品的卫生质量；同时，公司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
体系规范、HACCP 质量管制法对原料采购、生产、技术改造、库存、运输、销售
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将有关职责贯彻到具体的操作者，并据此制定了奖惩办
法。迄今为止，公司没有在该方面出现过问题。

（八）其他风险
１、汇率风险
本次募股资金投向中的昂立一号口服液和昂立舒渴口服液技改项目需要投入约
518 万美元进口生产设备，如果在设备引进阶段人民币发生贬值，将导致项目建设
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企业效益。
针对项目建设中需要使用外汇以及由此产生的汇率风险，本公司将在前期对
项目进行充分准备，待募股资金到位立即办理申请用汇事宜，通过缩短审批时间的
方式减少公司所承受的汇率波动的风险度。另外，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
银行戴相龙行长在 2001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对人
民币贬值问题作过如下解答：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继续稳
定，……中国的企业在规避汇率风险方面的问题比较小。”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风险
据统计，目前我国保健食品市场上经过国家卫生部正式审定的国外保健食品已
有 150 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期的日趋临近，国外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力
度拓展庞大的中国保健食品市场，其中将会包括诸如诺华、史克必成、默克、孟山
都、罗氏等大型跨国公司。国外大公司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将在国内市

场展开新一轮激烈竞争。
对此，本公司作为在国内保健食品行业位居前列的供应商通过这几年的运作已
经在消费者中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今后，公司将通过进一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增加产品品种、充分利用祖国传统医学优势、加大对传统中草药品种的研究与开发、
加强市场营销网络等多种方式巩固自身在行业内的优势，提升品牌认同度，抢占市
场制高点以抗衡国外大公司的竞争。

第五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1、基本资料
1）发行人名称：（中文）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SHANGHAI JIAODA ONLLY

CO.，LTD

２）法定代表人：许晓鸣
3）设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24 日
4）发行人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环城路 117 号
邮政编码：201613
5）电话号码：021－62810808
传真号码：021－62947582
6）互联网网址：www.onlly.com.cn
7）电子信箱：stock@mail.onlly.com.cn

2、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情况
1）发行人设立方式：发起设立
2）发起人及其出资：
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３００ 万元

２２％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３０００ 万元

２０％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３０００ 万元

２０％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 万元

１１％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１６５０ 万元

１１％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１３５０ 万元

９％

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６００ 万元

４％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２％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有限公司

１５０ 万元

１％

总计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注 1：原上海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 2：原上海南洋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3）公司设立情况
本公司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体
改审（1997）035 号文批准，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上海南洋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有限公司九家发起人股东在原上海交大昂
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基础上以发起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于 1997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系于 1994 年 7 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前
身最早可追溯至原上海昂立生物食品厂。发起人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茸北工贸
实业总公司、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和上海南洋国际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8250 万元出资，其它发
起人以现金 6750 万元出资。
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187,920,524.03 元，其中
无形资产为 118,660,000.00 元。该评估结果经上海市松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
沪（松江县）评审（１９９７）０３ 号文确认，并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以沪国资评［２０００］４１６ 号文追加确认。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茸北工贸实业
总公司、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和上海南洋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商一致决定将经评估的无形资产中的商标和专有技术作价 3000 万元作为出资认
购股份公司股份。经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于 1997 年 12 月
向股东分配利润计 16,760,524.03 元。由此上述发起人认购股份公司股份的出资为
8250 万元。经上述发起人协商一致，确认上海交通大学出资 3300 万元认购股份公
司 3300 万股，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出资 3000 万元认购 3000 万股，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 1350 万元认购 1350 万股，上海南洋国际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元认购 600 万股。其他发起人以现金出资认购股份公司股份，
上海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认购 3000 万股，上海新路达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 1650 万元认购 1650 万股，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出资 1650 万元认
购 1650 万股，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认购 300 万股，上海市第一
医药商店有限公司出资 150 万元认购 150 万股。股权设置方案已经财政部以财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号文批准。

４）股本变动暨职工持股会的处理情况
2000 年 10 月 15 日，根据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与上海茸茸
实业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上海茸茸实业公司受让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
公司职工持股会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计 1350 万股。
根据上述《股份转让协议》，该等股权转让金额总计人民币 4725 万元，每股转
让价 3.5 元。上海茸茸实业公司已于 2000 年 11 月 16 日和 11 月 17 日向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全额支付股权转让金，该等股份转让金由股份公司工
会代为收取。股份公司工会已经将全部股份转让金支付予职工持股会的持股职工。
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松国资办[2001]57 号文批准上海交大昂立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依法转让给上海茸茸实业公司，同时撤销上海交大昂立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有关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由此，上海茸茸实业公司成为本公司的股东。

3、历次验资、评估及审计情况
公司委托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1998 年－2000 年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章“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历次评估、验资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章（十）“资产评估”、（十一）
“验资报告”。

４、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律师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指出，本公司发起人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和上海南洋国际实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海交大昂
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评估的资产认购股份公司的股份，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原有资产已由股份公司拥有，有关财产权、使用权转移的法律文件已经齐备。
１）商标
公司目前所使用商标均为本公司自创或由公司前身生物制品公司变更为本公
司所有，部分商标的变更手续正在进行办理。此外，个别新的商标正由本公司委托
有关机构进行申请办理。
２）专利与非专利技术
本公司拥有 1 项外观设计、1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四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获国
家专利局受理。有关的非专利技术已在公司改制时由股东投入到本公司。
３）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目前正在使用的土地共四块，合计 ４８８５７ 平方米，并已获得有关的权
利证书。
上述有关内容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章（二）３、３）
“知识产权及非专利技术”
及（二）２、９）③“土地使用权、主要经营性房产的取得和占有情况”。

５、员工及其社会保障情况
本公司成立时，员工人数为 387 人，经过 3 年的快速发展，公司现有在册员工
人数已达到 786 人，具体构成如下：

专业构成
６％

２２％

职称构成
２％ ８％

科研开发

１９％

１９％

销售与技术服务

５４％

７０％

无职称

年龄构成

学历构成
３％

１２％

硕士及以上

１７％

１５％

其它

１％
３９％

本科
大专

６８％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生产制造
管理及后勤人员

高级职称

３０岁以下
３１－３９岁
４１－５０岁

４６％

５０岁以上

本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
依据该合同及有关规定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统筹。
本公司无离退休人员。

６、独立经营情况
公司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
运作正常；公司设置了生产、经营管理所必需的职能部门，人员、资产和财务独立
运作，遵守“三分开”的要求；公司已按规定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财务制度，
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制定了股份公司章程。

（二）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主要股东
1）上海交通大学
单位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
法定代表人：谢绳武
该校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22％的股份。
该校为国家教育部的直属高校，是成立于 1896 年的综合性大学，目前共有 16
个学院，拥有 103 个硕士点、57 个博士点、15 个博士后流动站及 4 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正副教授 1200 多名，8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工程中心，16 位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该校的领导班子为：党委书记王宗光，党委副书记潘永华、蒋秀明、陶爱珠、
陈龙，校长谢绳武，副校长盛焕烨、白同朔、叶取源、沈为平、张圣坤、许晓鸣、
张世民。

2）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龙阳路 100 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注册资本：56585.16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现代物流、交通运输及相关的车辆维修、洗车场、
停车场、汽车旅馆业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投资举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具
体项目另行报批）。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20％的股份。
该公司的股权构成中，国家股占 ２０％，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的法人股占 ２４．７％，社会公众股占 ５５．３％。
该公司为 Ａ、Ｂ 股上市公司，主营城市客运和城市货运。２０００ 年底，该公司拥
有各类大、中、小营运车辆近 ７０００ 辆。经营领域除上海本地外，还涉足杭州、哈
尔滨、合肥、南昌、长春等国内主要省会城市。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９２２，４６８，６５６．３５ 元，２０００ 年度净资产为 １，９１３，２８９，８１６．５４
元，净利润为 １９６，０４１，０４２．１９ 元。
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层情况如下：董事长周秀华，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杨国平、
董事谢绳武、顾钧、阚治东、高宝明、龚汇汇、张锡麟、孔炜、赵纬纶、徐益民、
方志伟、顾华，副总经理张锡麟、赵纬纶、徐益民，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顾华。

3）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茸北镇茸梅路 139 号
法定代表人：朱云舫
经营范围：工业项目开发、市内外装饰、建材、针织品、服装、皮革定制；五
金交电（除专营），日用百货、化工原料。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20％的股份。
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其上级单位为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

该公司主营工业项目开发，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４１，３５７，１４１．５１ 元 ， ２０００ 年 度 净 资 产 为 ６２，８６７，９５４．５１ 元 ， 利 润 总 额 为
６，４０９，１００．８５ 元。
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如下：总经理朱云舫，副总经理陆巧敏、张辉。

２、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５％以上股权的其它股东
１）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１１％的股份。
注册地址：平江路 １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华
注册资本：１７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国内贸易，房产开发经营及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２）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１１％的股份。
资本总额：１００００ 万日元
法定代表人：陆秉孙
注册地址：东京都港区虎门三丁目 ８ 番 ２１ 号虎门 ３３ 森大厦七楼
经营范围：日本企业、中国企业的合资与合作相关咨询业务；股份投资、出资
相关的业务；海外旅行策划以及中介业务；接受中国研修生赴日相关咨询业务等。

３）上海茸茸实业公司
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９％的股份。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环城北路 １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黄一鸣
注册资金：５８９．１６ 万元

经营范围：其他食品（烟酒零售），水道配件，百货，建材，五金家电（除专
营），金属材料，粮油及制品。

３、主要发起人参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以下列示的主要发起人的参、控股公司均为主要发起人对其拥有股权且本公司
关键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兼任其法定代表人从而能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
１）上海交通大学的参控股公司
①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持有其 １００％的出资，主营实业投资，科研产品的研制，试销，
技术服务。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６３，１７３，５０５．８０
元、净资产 ７３，００７，２３３．０２ 元、净利润 １，６７２，５９９．５０ 元，本公司董事长许晓鸣兼
任其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副董事长盛焕烨，董事王宗光、谢绳武、王永华，常务
副总裁龚民煜，副总裁柳玉义、吴萍、周忠寅，财务总监裘桂菊。
②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持有其 １７．６７％的股权，本公司持有其 ３．３３％的股权，主营电子
信息行业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产品批发零售，成果转让，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安
装，安全防范产品生产销售，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０２，９６７，０７９．３２ 元、净资产 ５０，２９０，３３５．２３ 元、净利润 ６，５９８，０４０．８９ 元，本公司
董事长许晓鸣兼任其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副董事长赵为民、程敏，董事袁廷亮、
华欣、余毓林、陈剑波，总经理陈剑波，副总经理王德才、王亦鸣，财务总监罗培
绘，副总工程师赵海歧。

２）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参控股公司
①上海大众三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１％的股权，主营市内及埠际客运、
出租车营运、客车出租，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７５，５３１，３３２．３５ 元、净资产 １０６，１９７，４５５．９３ 元、
净利润 １２，９５４，５８５．９４ 元。本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副董事

长张德良，董事周秀华、袁丽敏、姜培顺、陈茂华、姜维征，总经理陈茂华，副总
经理孔国恩、韩竹青，财务总监顾华，总工程师牛均亮，董事会秘书许炳生。
②上海大众国际旅行社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股权，主营旅游业务，注册资本
200 万 元 ，２０００ 年度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０４２，２６７．９４ 元、净资产 ４，００３，０９２．５０ 元、净利润－７０，８５２．５５ 元。本公司常务副
董事长杨国平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董事李俊华、楼敏珠、费洪、董继
缘，总经理李俊华，财务总监武艳。
③上海大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９０％股权，主营保税区内与区外客运
汽车交通服务国际贸易，注册资本 600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１，７８３，９９８．１２ 元、净资产 ６，５１９，０３９．５１ 元、净利
润 ２４４，３２７．２６ 元。本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副董事长赵薇节，董事夏克敏、戴宪墚、邹怀德，总经理戴宪墚，副总经理邹怀德，
财务总监张缨。

４、主要发起人的股东及其参控股公司
以下列示的主要发起人的股东及其参控股公司均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兼任其法定代表人从而能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
１）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主要发起人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７％的股权，
主营高新技术的投资，卡拉胶、植物空心硬胶囊、藏药等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注册
资本 ４７６１８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总资产
为 １，７８９，８０８，２０８．３９ 元、净资产 １，１６１，０６３，４４６．８０ 元、净利润 １２８，１６７，１５０．８２
元。本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公司监事钟晋亻
幸为
其董事、财务总监，公司总会计师曹永勤为其监事长，副董事长孔炜，董事陈靖丰、
张士楚、缪林标、韩娟芳、李龙龄、金盛利、张锡麟、杨玉成、赵国屏、严世芸，
总经理孔炜，副总经理陈靖丰、杨玉成、袁丽敏，董事会秘书陈靖丰。

2）上海大众便捷货运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的股权，主营道路货物
运输，注册资本 2000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的总资产为 ８３，１４０，７０７．０５ 元、净资产 ２１，１２４，５３９．１４ 元、净利润 １，９６１，４６４．１９
元。本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董事卢国忠、陈
靖丰、李申、袁庆芳，总经理卢国忠，副总经理李申，财务总监唐振华。

５、发行人主要股东的重要承诺
股份公司的主要股东上海交通大学、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茸
北工贸实业总公司已分别出具了《非竞争承诺书》。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七章（一）
“同业竞争”。
公司律师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指出，未发
现股份公司的股东存在将其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进行质押的情况。

６、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
本公司此次拟公开发行 ５０００ 万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额将达到 ２００００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
股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上海交通大学（国有法人股）

３３００

２２％

３３００

１６．５％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

３０００

２０％

３０００

１５％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法人股）

３０００

２０％

３０００

１５％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法人

１６５０

１１％

１６５０

８．２５％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法人股）

１６５０

１１％

１６５０

８．２５％

上海茸茸实业公司（法人股）

１３５０

９％

１３５０

６．７５％

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

６００

４％

６００

３％

股）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

３００

２％

３００

１．５％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

１５０

１％

１５０

０．７５％

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５％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三）发行人的组织结构
１、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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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发行人分支机构及参控股公司
本公司现有两家分公司，１２ 家控股子公司，１ 家联营公司，２ 家参股公司（公
司持股比例为 ２０％以下）。
控股子公司中，上海昂立广告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本公司的广告代理，同时也向
社会承接广告代理业务。其余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主要分布于全国各主要城市，并
以办事处等形式向周边区域辐射。该等公司专注于本公司产品的市场拓展、销售和
售后服务，从而构成本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营销网络。
本公司的联营公司上海昂立（沙家浜）医疗保健康复有限公司经营疗养、医疗
器械、保健用品及食品。公司另外还有 2 家参股公司。其中，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数字监控系统系列产品，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营证券业
务。

３、发行人内部组织机构及运行情况
１）发行人内部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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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发行人内部主要业务部门的情况
本公司的原材料采购由生产厂的采购部依据生产的需要进行。为保证原材料的
质量，主要供货方由采购部经严格筛选后确定。质量控制中心对原材料的质量进行
全流程的监控和记录，在监督原材料采购和保管的同时，也为供应商的筛选提供依
据。
公司生产厂的生产车间主要负责产品的生产，其产品在下线入库前须获得质量
控制中心的检测认可。
公司的营销总部负责公司整体的营销工作，包括汇总各营销网点的反馈意见编
制销售计划、根据订单提货并将相应产品的运输事宜交下属销售事务部办理；策划
并实施公司的产品市场宣传、促销计划；管理各营业网点。

第六章 业务和技术

（一）保健食品行业的基本情况
１、行业状况
１）行业管理体制
根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国家卫生部颁布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国家卫生部对保健
食品、保健食品说明书实行审批制度。保健食品标准和功能评价方法由卫生部制定
并批准颁布。保健食品的功能评价和检测、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由卫生部认定的检验
机构承担。保健食品研制者应向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初审同意后
报卫生部审批。在生产保健食品前，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向所在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并在申请者的卫生许可证上加注“ＸＸ
保健食品”的许可项目后方可进行生产。

2）行业竞争状况
国内保健食品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根据《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0 年 12 卷
第 5 期的文章介绍，仅在 1996 年 6 月－1998 年 5 月期间，经国家卫生部审定的保
健食品就有 1407 种。同时，国内保健食品厂商数量众多，而根据国内贸易部商业
信息中心对全国连锁店畅销商品监测资料，境内厂商的市场占有率没有一家超过
20%。这说明保健食品市场的进入门槛不高，低层次重复建设严重。而且，鉴于整
个国内保健食品市场正处于一个上升期，许多原本属于制药或其他行业的企业也纷
纷进入该领域，从而加剧了行业竞争的激烈性。

３）市场容量
发展预防保健事业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项基本卫生政策。面对当今世界面
临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等问题，预防和保健措施对于减少各种慢性疾病、
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开始承认
保健食品，积极鼓励研究、开发保健食品。近年来科学家提出，人体在疾病及健康

之间存着一种亚健康状态，许多企业据此致力于开发作用于人体亚健康状态的保健
食品，并引发了当今世界的保健食品热潮。
医药保健是国际上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 70 年代保健
食品销售额仅为 5 亿美元，90 年代初已达到 35 亿美元；日本保健品销售额 70 年
代为 120 亿日元，90 年代初上升到 4000 亿日元。有关专家预测，2000 年全球保健
食品销售额可达到 174 亿美元。
在我国，长久以来就有进补的习惯。当前，广大消费者在收入不断提高、生活
水平逐渐上升的条件下，对于在非疾病状态下的养生、保健的需求日益明显。在国
家改革医疗制度后，日常保健对消费者而言更显示出其经济利益。膳食调节和改变
不良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增进健康、预防疾病、降低医疗开支的重要手段。据统计，
１９９８ 年全国保健食品的销售总额为 ２５０ 亿元，２０００ 年可达到 ４００ 多亿元，而到 ２０１０
年，该数字预计将达到 ８００ 亿元。
当前，中国保健食品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之一是天然保健食品的开发。天然保
健食品在国外很有市场，销售规模已突破 １００ 亿美元。我国中医药学拥有悠久的历
史，并一直有采用天然动植物原料入药、入膳以达到强身健体目的的传统，加上我
国植物和海洋生物资源相当丰富，开发这方面的产品有较大优势，目前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以现代化的手段对有关成份进行分析和提取，开发符合国际标准的第三
代保健食品。

４）行业技术发展
国际市场上保健食品的技术和产品已经历从第一代向第三代的发展过程。第一
代产品是强化食品，即较原始的功能食品，它根据食品中各类营养素和强化营养素
来推知该类食品的生理调节保健功能，但未作科学的论证。第二代是经过动物和人
体实验，证明具有某项生理调节的保健功能；第三代是能确知该项保健作用的有效
成份的化学元素结构和物质含量。目前，欧美各国的保健食品主要属于第三代，而
我国大部分产品还停留在第二代的水平。

２、影响本行业发展的因素

１）产业政策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卫生部颁布了《中药保健药品的管理规定》，批准保健药品的
生产和销售。由于相关的管理法规不健全，管理体系比较松散，
“药健字”产品市
场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保健品市场经历了一段由快速繁荣到急剧萎缩的过程，１９９４
年行业销售额达到 ３００ 多亿元，而 １９９５ 年猛跌至 １００ 多亿元。
为规范行业的发展，１９９５ 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５ 日，国家卫生部颁布《保健食品管理办法》，规定凡未经卫生部批准，未
获“保健食品标志”的产品，一律不得进入保健食品市场。２０００ 年，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出《关于开展中药保健药品整顿工作的通知》，决定撤销“药健字”号
产品，中药保健食品统一纳入药品管理，并于 ２００１ 年起公告被撤销批准文号的中
药保健药品品种目录，所有产品在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前停止在市场上流通。
目前，国家卫生部按照 24 项不同的保健功能核定保健食品。可以预见，为了
规范市场行为，保证保健食品行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在今后进一
步出台有关规范政策，加大对违反规定企业的处罚力度，这将有利于行业内优秀企
业的良好发展。

２）消费趋势
以往国内保健食品传统的消费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消费方式主要为送礼和自
用，消费时段主要是冬季，消费区域主要是较为富裕的东南沿海和大中型城市。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消费者对于保健养生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保健食品
也逐渐由奢侈性消费转变为普通大众的日常消费品。消费对象向青少年扩展，消费
方式中购买者自用的比例提高，消费时段在一年内将逐步趋于平均化，消费区域由
经济发达地区向一般城市、乡村扩展。

３）市场竞争和规范
保健食品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些企业采取“涸泽而渔”的方法，
单纯依赖大面积广告宣传的方式推销产品，而对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技术工艺
的改进、消费者的消费趋势分析、国际市场趋势等重视不多，有些企业甚至采用在

宣传中擅自扩大产品功能、夸大功效等不正当手段误导消费者，由此形成一批企业
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年销售额十多亿甚至几十亿的规模但生存时间却不长的现象。
面对上述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加大了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
度。该种规范措施在客观上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不断有行业内较为有名
的企业出现在曝光名单上，在短期内会使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状况产生怀疑进而影
响行业内企业的销售；二是从中长期来看，有关措施将使一批违规企业出局，从而
起到涤浊扬清的作用，这将对行业内健康发展的企业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并为整
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４）国际市场的冲击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国外一些著名产品及公司已开始逐步打入国内市场。据
统计，目前我国保健食品市场上经过国家卫生部正式审定的国外进口保健品有 150
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期的日趋临近，国外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拓展
庞大的中国保健食品市场，其中将会包括诸如诺华、史克必成、默克、孟山都、罗
氏等大型跨国公司。国外大公司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将在国内市场展开
新一轮激烈竞争。

3、发行人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１）竞争优势
在国内市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品开发的理念和
技术，一是市场营销的理念、渠道和服务体系。
在开发方面，公司一直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以建立产品在细分
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以“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规划一代”的方针制定
开发计划。当国内保健品市场的观念尚停留在“营养进补”阶段的时候，公司在详
细分析当代消费者饮食结构和疾病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医药保健行业的新技术，
以“清补结合”的概念推出了微生态制剂昂立一号口服液及昂立多邦胶囊，并迅速
成为国内微生态保健制剂市场的主力产品。在此基础上，公司又进一步挖掘祖国中
医药在保健养身方面的优势，利用中草药产品在国内消费者中拥有的较高的认同

度，推出了一批天然中草药保健制剂，形成了一个功能多样、覆盖各年龄段人群的
较为完整的保健食品系列。
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以“知识营销”理念为核心展开市场拓展、销售和售后
服务工作，以媒体广告、促销、推介等形式树立品牌形象；从普及保健养生的科普
知识入手，以社区科普讲座、客户联谊会、产品热线等面对面的形式缩短与客户间
的距离，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同时，通过已设立的 10 个外地销售公司初
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营销网络，并依托这一网络与当地
主要的批发和零售商建立起了较为通畅的本地化销售渠道。

2）竞争劣势
与国际同行相比，本公司的竞争劣势主要体现在资金和技术上。国外大公司一
般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可以达到数亿甚至十数亿美元，产品和技术也已经达到第
三代水平，即能确知产品中具有保健作用的有效成份的化学元素结构和物质含量。
本公司的产业规模和研发水平虽然在国内已位居前列，但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一定
差距。为此，公司拟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增强自有资金实力，扩大产业规模、
增强研发实力，同时，抓住国际上兴起的天然植物保健品消费热潮，建设天然植物
粗提和精提产品，在明确保健成份化学结构组成和精确含量的基础上开发第三代保
健食品。

3）市场份额变动及趋势
根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全国连锁店畅销商品月度检测资料”，自
98 年 5 月以来，公司产品在保健滋补品市场的占有率和综合的排名中，除了 3 个
月外，月度销量一直位居全行业第一。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对 2000 年和 1999 年的年
度比较情况分析，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公司 2000 年的市场份额比 1999 年度
略有下降，但与第二名之间的份额差距优势却在扩大。1999 年，公司的市场份额
领先第二名 1 个百分点，而 2000 年公司的领先优势扩大到近 3 个百分点。

（二）主要业务

1、发行人业务范围及主营业务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生物制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参制品，消毒制品，医
疗器械生产和销售；仪器仪表，汽车配件，文化用品，建筑材料，农副产品销售，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保健食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公司在产品的研究生
产中致力于将祖国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生物学、工程学及自由基理论相结合，实现
了在精密控制条件下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在国家卫生部核定的保健食品 24 项功能
中，公司产品涉及了其中的 13 项，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学习记忆、抗
疲劳、调节血脂、耐缺氧、抗辐射、抗突变、调节血糖、改善胃肠功能、对化学性
肝损伤有保护作用、抗氧化（美容）、改善视力等功能；使用对象覆盖多种年龄段、
体质及性别的人群。
1997 年起至今，公司被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企业（产品）认定办公室认定为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2000 年，公司经国家人事部以人发[2000]113 号文《关于批准
62 家企业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通知》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的研
究开发机构被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等部门批准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并获得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２、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１）主营业务的构成
公司的主营业务紧紧围绕保健食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根据上海立信长江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的业务收入全部来
自于自有品牌的保健食品的销售，２０００ 年自有品牌的保健食品的销售收入占全部
业务收入的 ９７．８５％。

２）前三年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

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昂立一号口服液、昂立多邦胶囊、昂立西洋参胶囊、
昂立美之知胶囊、昂立舒渴口服液、昂立明视胶囊和昂立康尔润通糖浆等。其前三
年每年的生产能力（单班、扣除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大修时间）分别为：昂立一
号口服液 1,100 万瓶、昂立多邦胶囊 10,000 万粒、昂立舒渴口服液 100 万瓶、昂立
明视（2000 年度 4 月投产）和昂立西洋参胶囊共 10,000 万粒、昂立美之知胶囊 3,500
万粒、昂立康尔润通糖浆（2000 年度 12 月投产）825 万支。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公司昂立一号口服液、昂立多邦胶囊和昂立西洋参胶
囊处于成长期，亦是公司目前的盈利支柱；昂立美之知胶囊、昂立舒渴口服液、昂
立明视胶囊和昂立康尔润通糖浆正处于市场导入期，公司将通过不断投入使其成为
今后新的利润增长点。

3）产品用途
①昂立一号口服液

该产品是利用本公司开发出的对人体健康具有多种独特

功效的昂立一号菌株经现代生物技术加工而成的新一代液体活性乳酸杆菌制剂，在
行业内首创了生物活性制剂用于人体保健的先河。该产品 １９９６ 年被国家卫生部审
定为首批功能保健食品，具有抗突变、改善肠道菌群失调、抗氧化、调节血脂四大
功能，适用于各年龄段人群。
②昂立多邦胶囊

该产品采用世界上先进的冷冻干燥工艺、微胶囊技术及包

衣技术，将昂立一号活性乳酸菌冷冻干燥后，与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对人体
有益的成份配伍制成，提高了活菌的稳定性。经国家卫生部审定，产品具有抗疲劳、
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调节血脂三大功能，适用于易疲劳人群、化学性
肝损伤及高血脂人群。
③昂立西洋参胶囊

该产品是公司与美国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联合研制的洋参

制品，采用超细粉末加工技术及特殊的去湿工艺，在有效保留西洋参挥发物中有效
成份的基础上，解决了传统西洋参制品吸收难的问题。经国家卫生部审定，产品具
有抗疲劳、耐缺氧的功能，适用于工作紧张易疲劳者、处于缺氧状态人群。
④昂立美之知胶囊

该产品是公司在对皮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的以松花

粉、珍珠粉和绞股蓝皂甙为主，辅配锌和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Ｅ 等制成的保健食品。

经国家卫生部审定，产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适用于成年女性。
⑤昂立舒渴口服液

该产品是公司根据糖尿病现代发病机理和传统的祖国医

学理论，参考中医临床方研制而成的以北沙参、山楂、山药、芦根、生地、菊花、
枸杞子、乌梅等药食两用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中药保健制剂，其功效成份为总
黄酮。经国家卫生部审定，产品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适用于Ⅱ型糖尿病患者、糖
耐量异常者。
⑥昂立明视胶囊

该产品是以牛磺酸、枸杞子、菊花、银杏叶提取物、葡萄

糖酸锌和维生素 Ｃ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国家卫生部审定，产品具有抗疲
劳、抗辐射和改善视力的功能，适用于体力及视力易疲劳人员及经常接触射线的人
群。
⑦昂立康尔润通糖浆

该产品是从大量低聚糖中筛选获得的具有双向调节功

能的复合低聚糖与多糖类物质配合而成的，其所含的低聚糖均是目前国际国内市场
上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低聚糖。经国家卫生部审定，该产品具有免疫调节、改善胃
肠道功能（润肠通便）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便秘者。

４）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２０００ 年度，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量、销售金额、产销率、主要消费群体、主
要销售市场、定价政策分别为：
名称

销售金额

销售量

产销率

消费群体

主要销售市场

（元）
昂立一号

２４７，１０７，６７９．３６

１１８８ 万瓶

１０６．５％

各年龄段人群

全国市场

昂立多邦

１６５，３２３，８４６．３２

２２４７６ 万粒

１０５．３％

长江三角洲

昂立西洋参

３０，２５９，６７６．００

７９３４ 万粒

９８．８％

昂立美之知

１３，２１６，４８２．５４

２１４５ 万粒

９３．６％

易疲劳人群、化学性
肝损伤及高血脂人群
工作紧张易疲劳者、
处于缺氧状态人群
成年女性

昂立舒渴

６，２２９，３８２．２５

６６ 万瓶

９６．２％

华东地区及北京

昂立明视

６，８０５，５７１．７９

１５１４ 万粒

６２．８％

Ⅱ型糖尿病患者、糖
耐量异常者
体力及视力易疲劳人
员及经常接触射线的
人群

长江三角洲
上海

上海

昂立康尔润通

１１７，６０６．８４

３ 万支

６５．３％

免疫力低下、便秘者

上海

公司产品的定价策略综合考虑了各产品所处细分市场的行业地位、产品的生产
成本及公司的总体品牌形象和战略等因素。在新产品投放市场前，公司通过各种形
式调查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认可程度，并最终确定价格。

５）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图
①昂立一号口服液
种子制备
豆芽培育

洗瓶灭菌

豆芽提取液制备
配料

灭菌

发酵

罐装

微量元素制备

成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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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昂立多邦胶囊
种子制备
豆芽提取液制备
配料

灭菌

发酵

冻干

微量元素制备

外包装

③昂立西洋参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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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产品生产所处阶段
目前，本公司的七种产品中，昂立一号口服液、昂立多邦胶囊、昂立西洋参胶
囊、昂立舒渴口服液、昂立美之知胶囊和昂立明视胶囊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昂
立康尔润通糖浆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

７）市场体系及营销方式
公司的市场体系包括销售网络、服务体系和品牌整体策划三方面，该体系围绕
“知识营销”的理念展开，强调缩短品牌与消费者间的距离。所谓“知识营销”，
是将产品的推广与普及保健养生的科普知识相结合，在引导消费者合理膳食、改善
营养的同时客观地介绍公司产品的作用，以大面积渗透式的方法引导市场需求。这
种以科普为先导，以产品为载体的营销方式，保证了市场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
达到这一目的，公司建立起了“覆盖式”的销售网络和“面对面交流”的服务体系，
并实施了全方位的品牌宣传策略。
公司的销售方式为经销，销售网络渠道是以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
司和十个外地销售公司为主干，以其下属的机构为分支，分为上海大区、华东一、
二大区、华北大区、西北大区、西南大区、中南大区、山东大区等九大区，在地域
上覆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 多个大中型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该网
络的主要职能是与当地的主要批发企业、医药、药材公司及百货、超市公司之间建

立起顺畅的渠道联系，负责终端的宣传标识和促销活动，保证产品的终端销售，并
与当地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
在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公司立足于与客户的“面对面交流”，在行业内较早
设立了客户服务中心，向消费者提供免费咨询、举办免费健康培训班及各类客户联
谊活动；同时，以各销售点为依托，与当地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专家建立密切关系，
设立消费者保健热线，常年举办各类社区科普讲座、健康保健主题活动，并组织专
家编写科学保健的书籍。
公司的品牌提升是对媒体广告、促销、公关和推介等形式的综合运用。该项工
作由公司统一策划，所需资金亦由公司统一支出。1998－2000 年，公司的广告费
支出分别为 １６６８０ 万元、２０７５４．５０ 万元、１８５１８．９０ 万元。媒体广告方面涉及电视、
电台、报刊等；系列公关方面，公司产品先后获选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选专用营养
品、亚特兰大奥运会唯一特许生物活菌制剂产品、悉尼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选
专用保健品等。促销、推介是通过各类规模的促销活动和客户推介工作培养局部区
域、一段时间内的品牌热点。
根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公布的“全国连锁店畅销产品月度检测资料”，
公司产品在保健滋补品市场的占有率和综合的排名中，公司自 98 年 5 月以来，除
了 3 个月外，月度销量一直位居全行业第一。

８）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公司产品的能源消耗主要包括电、汽、水等，配电设备为 １２５０ＫＶ 变压器，供
汽设备为蒸发量 ６．７Ｔ／Ｈ 燃煤锅炉和燃油锅炉各一台，供水能力为 １０００ 吨／天。各
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
①昂立一号口服液：昂立一号活菌体、大豆胚芽、食用酵母、食用蛋白胨、葡
萄糖、异麦芽低聚糖、牛磺酸、氧化钠。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 ７０．４％，直接人
工占 １０．５％，制造费用占 １９．１％。
②昂立多邦胶囊：乳酸杆菌、乳糖、维生素 Ｃ、Ｅ、Ｂ１、Ｂ２、Ｂ６、葡萄糖酸锌、
磷酸氢钙、乳酸亚铁。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 ６８．１％，直接人工占 １２．４％，制造
费用占 １９．５％。

③昂立西洋参胶囊：１００％西洋参。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 ５８．６％，直接人工
占 １２．４％，制造费用占 ２０．１％，外加工费占 ８．９％。
④昂立舒渴口服液：山药、枸杞、菊花、生地、乌梅、山楂、芦根、北沙参、
余甘子。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 ５８．６％，直接人工占 １９．２％，制造费用占 ２２．２％。
⑤昂立美之知胶囊：破壁松花粉、超细粉碎珍珠粉、葡萄糖酸锌、牛磺酸、绞
股兰皂甙、Ｖｃ 微囊、ＶＥ 微囊。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 ６４．２％，直接人工占 １６．６％，
制造费用占 １９．２％。
⑥昂立明视胶囊：牛磺酸、枸杞子、菊花、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糖酸、维生素
Ｃ。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 ５７．８％，直接人工占 １７．１％，制造费用占 １９．８％，外
加工费占 ５．３％。
⑦昂立康尔润通糖浆：牛磺酸、大豆低聚糖、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柠檬酸、
枸杞子等多种天然提取物。
上述原材料产地分布在黑龙江、上海、广东、山东等地，一直以来国内市场的
供应都十分充足，具有很强的可选择性。

９）与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①近三年主要固定资产的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专用及通用设备、运输设备。自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从 １９，３３８，３７６．６０ 元增加至 ９０，０９５，８９９．１２ 元，
增长率为 ３．６６ 倍。根据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
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固定资产的总体成新度为 ８０．４％，各项分类固定资产的成
新度分别为：
房屋及建筑物

８７．０％

通用设备

６５．２％

专用设备

７６．２％

运输设备

５０．３％

②近三年的无形资产情况

根据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的无形资产数额分别为 ２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２９，３６７，０５４．４０ 元、３１，１５６，５９３．７７
元。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商标及专有技术分别为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和
１９，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土地使用权 １０，６５６，５９３．７７ 元。
公司设立时，股东以经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的商标和专有技术分
别作价 １８１ 万元和 ２８１９ 万元投入股份公司。其评估方法为收益现值法；评估依据
为《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财政部 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提供的有
关财务数据和报表。
有关商标、专利和专有技术的详细情况参见本章（二）３、３）“知识产权及非
专利技术”。

③土地使用权、主要经营性房产的取得和占有情况
本公司目前正在使用的土地共四块，合计 ４８８５７ 平方米，均通过出让方式取得
了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及其上的主要经营性房产已获得有关的房地产权证。具体
情况如下：
地址

地号

虹桥路 ８１１ 号

徐汇区徐家汇街

土地面积
４５４１ｍ２

道 １５４ 坊 ４９／１ 丘
松江环城路

松江区松江镇 ３９

１１７ 号东侧

街坊 ９ 丘

松江茸北镇

松江区茸北镇五

松江区松江镇 ３９

１１７ 号

街坊 １４ 丘

沪房地资 （２０００） 出
让合同第 ８６ 号

６７２１ｍ２

２７５７３ｍ２

龙村 ２ 街坊 ４４ 丘
松江环城路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号

面积
４，６７７．６６ｍ２

房地产权证
沪房地市字（２０００）
第 ００６４８８ 号

松房地（ １９９７） 出 让

沪房地市字（２０００）

合同第 ５４ 号

第 ００６５９８ 号

松房地（ １９９７） 出 让
合同第 ４３ 号

１００２２ｍ２

经营性房产

１２，４５５．８４ｍ２

沪房地市字（２０００）
第 ００６４５６ 号

沪松房地 （２０００） 出

沪房地松字（２０００）

让合同第 ７５ 号

第 ００７６７５ 号

１０）合营、联营的安排
本公司在上海昂立华山（沙家浜）医疗保健康复有限公司拥有 ３０％的股权。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经营期限 ２０ 年，经营范围为：
疗养、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卫生用品销售、康复高新技术转化；以下
分支机构领证经营：健康体检、医疗服务、卫生健康培训、康复、健身体检、整形
美容。

１１）境外业务情况
本公司在积极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已开始向国外市场拓展。2000 年度，
公司通过海外经销商向新加坡出口产品，包括昂立一号口服液 56,100 瓶，昂立多
邦胶囊 1,043,280 粒，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855,000 元。

１２）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情况
本公司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的认证，并据以制定了一套涵盖各有关部门的
质量控制文件。公司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均严格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 标准实施。公司产品
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①原材料采购：生产厂负责采购及其管理工作，研究所负责提供技术标准，质
量控制中心负责验收，其内容包含了供应方的选择、采购计划、采购文件、原材料
库存等方面的责任方及评审、实施过程。
②生产控制：生产厂负责生产过程的控制，质量控制中心负责成品的检验，人
力资源部负责生产员工的培训和考核，工程部负责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总工程师办
公室负责组织工艺规程的制定，其内容包含产品工艺流程、生产计划的制定、各生
产岗位的操作规程、生产设备和环境、生产人员的上岗标准、关键工序的控制、质
量记录和报告等方面。
③成品运输和贮存控制，营销总部负责成品贮存和运输的调度，其内容包括成
品入库程序、贮存商品的清点、库房的条件、成品堆放要求、运输工具的选择、装
卸货物的要求、运输过程中的控制等方面。
迄今为止，公司未出现产品质量方面的纠纷。

１３）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①供应商情况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０ 年，本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及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
年度

采购金额（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１９９８ 年

３，８６９．１

６１．９５％

１９９９ 年

３，８６３．８

６１．０％

２０００ 年

３，１６６．５

５１．６％

上述供应商中，无单个采购比例超过年度采购总额 ５０％的情况。

②客户情况
本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全国各大超市及保健食品批发、零售企业。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０
年公司前 ５ 名客户销售额及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年度

销售金额（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１９９８ 年

１１，８３７．６

３２．０％

１９９９ 年

１２，２０９．５

２３．６％

２０００ 年

１４，６３６．４

３０．５％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上述供应商或客户中不占有任何权益。

３、产品的技术水平
1）主导产品
目前，公司的保健食品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现代生物理论基础上开发
的微生态制剂，该类产品是以公司自主培养的昂立一号乳酸杆菌益生菌为核心，添
加有关培养基，经发酵、精制等工序制成的活菌型液体及固体制剂。为使固体制剂
能够保持昂立一号菌种的抗氧化性，固体制剂中还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第二类是对天然药食两用植物进行精制、配伍而成的中草
药制剂，该类产品是参考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国际上天然植物药的发展趋势，以

现代工业化手段对天然中草药进行超细粉碎、萃取，将其有效成分如皂甙、黄酮及
多糖等进行分离、提取，使其更具有生物活性。该类产品含有大量活性物质，服用
后能被人体组织细胞迅速吸收，从而达到抗疲劳、调节视力、抗氧化、免疫调节等
功能。公司的系列产品被列为上海市科技产业化项目（火炬计划）、悉尼奥运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首选专用保健品。
产品

昂立一号口服液

昂立多邦胶囊

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技术诀窍、采
用的新材料
以公司培养的昂立一号菌株为核
心，其生产技术诀窍是适当的碳
源与氮源配比及优化的发酵工
艺。
采用冷冻干燥工艺、微胶囊技术
及包衣技术，通过独特的配方使
昂立一号菌株与微量元素相混
合，提高微生态产品的稳定性

技术水平
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上海市火炬项
目、上海市级新产品、上海市名牌产
品、亚特兰大奥运会唯一特许生物活
菌制剂产品
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上海市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中国体育代表团
首选专用营养品、第十三届亚运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首选专用保健品
上海市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火炬计
划）、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选专用营养
品、第十三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首选专用保健品
――

昂立西洋参胶囊

超细粉碎技术和独特的去湿工艺

昂立美之知胶囊

独特的配方和风洞破壁技术
多功能热回流工艺，经减压浓缩
并选用果胶酶、甲壳素等澄清后 ――
通过先进的离心设备进行分离
超滤技术及工业色谱技术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Ａ 类
酶法转化及超滤技术，采用的低
聚糖类原料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
的功能性食品基料

昂立舒渴口服液
昂立明视胶囊
昂立康尔润通糖浆

２）拟投资项目
公司拟投资的生产型项目包括原有四个产品的技术改造和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
因子、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

①原有产品的技术改造
公司拟进行技术改造的四个产品与原产品相比，通过生产工艺的改进及先进设
备的引进，产量和产品中的有效成份将得到提高，产品质量更加稳定，生产成本也
将相应下降。

②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和天然植物提取 （综合提取和精制多糖、黄酮、
皂甙建设）项目
产品

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

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技术诀
窍、采用的新材料
使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相关
的生物制品，采用两次聚合
酶链反应对人肿瘤坏死因子
－α基因进行定点突变，改
变相应的遗传密码。

天然植物综合提取

整套药材提取流水线，高速
逆相层析萃取

精制多糖、黄酮、皂甙

引进三条精提取流水线

技术水平
被列入“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九
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医药生物关键
技术基因工程药物重中之重专题，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
设备最先进的天然植物提取物供应者
之一
按美国 ＦＤＡ 和 ＧＭＰ 规范进行

３）知识产权及非专利技术
本公司拥有一批商标、专有技术及专利，根据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商标和专有技术的帐面
净值为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和 １９，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

①商标
本公司及其前身生物制品公司在国内拥有以下注册商标：“昂立 ”（文字）、
“ONLLY”（文字）、“昂立”（图案及文字，共注册 16 类商品）、“昂立 1 號”（图
案及文字）、“昂立”（图案，共注册 4 类商品）、“I&ONLLY”（文字）、“安健”（文
字）、“昂立 1 號”（文字）、“昂立王”（文字）、“昂立 100”（图案及文字）、“昂立
舒渴”（文字）、“多邦”（图案及文字）、“品山”（文字）、“美之知”（文字），其中
“昂立”（图案第 30 类）、“昂立 100”（图案及文字）、“昂立 1 號”（图案及文字、
第 30 类）和“昂立舒渴”（文字）由生物制品公司变更为本公司的手续已委托上海
市商标事务所办理，其他商标所有人为本公司或已变更为本公司。本公司申请注册
昂

的“ 立”（文字）商标已委托上海市商标事务所办理。详细情况如下：
商标
“昂立”
“昂立王”

类型
文字
文字

商标注册号
１１７４２３６
９０８６０６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１
５

权利状况
商标注册人为股份公

“昂立”

图案

“昂立”

图案及文字

“ＯＮＬＬＹ”
“昂立 １ 號”
“Ｉ＆ＯＮＬＬＹ”
“多邦”
“美之知”
“品山”
“安健”
“昂立”
“昂立 １００”
“昂立 １ 號”
“昂立舒渴”

文字
图案及文字
文字
图案及文字
文字
文字
图案及文字
图案
图案及文字
图案及文字
文字

１１７４２０２
９６０６８２
９８７６７２
１３４５１５８
１２８９４１６
１３１３８０４
１２９２１３７
１３５７０４３
１２９４４１４
１３０７９８３
１３０７８１１
１３６３１５２
１２８９００３
１２８９６９４
１３５９６６５
５８７０４６
１３５７４０３
１２９７４５７
１３６２２５７
１３５７２２２
１３６４７０６
１３２６４５８
７１３６８８
１３２６４５９
１１８９３２７
１１８９３２８
１２５１２４６
９１２７１７
１３０６１４３
１３７３９０７
１３７４０１１
１２７６４９３

１
５
３０
３
６
９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６
１９
２８
２９
３１
３１
３２
３５
３７
４０
４１
４２
３０
３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５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已委托上海市商标事
务所办理转让至股份
公司
已委托上海市商标事

“昂立”

文字

务所办理商标注册申
请

上述商标的注册日期分别为 1992 年 3 月至 2000 年 3 月之间，根据《商标法》，
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起的有效期限为 10 年。期满后，公司将申请续展注册。

②专有技术
本公司的专有技术包括“昂立一号口服液”、“昂立多邦胶囊”等系列保健食品
的发明、配料、工艺流程设计、加工规范、独特的生产方法，试验结果、标准资料、

技术改进、原料和材料及质量、用料的研究资料，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等。

③专利
名称
固定化细胞制
备装置
瓶贴
西洋参超细粉
末胶囊及其制
备方法
一种含医用活
性菌的复方制
剂及制备方法
一种具有免疫
活性的多糖及
其制备方法
一种改善视觉
功能的保健品

专利类型

状态

专利号或申请号

用途
保健食品的生
产
昂立一号

剩余保护年限

实用新型

已获得专利

ＺＬ９９ ２ １３９３６３

外观设计

已获得专利

ＺＬ００ ３

发明

申请已获受
９７ １ ２５２１８．１
理

昂立西洋参胶
囊

自获得专利之
日起 ２０ 年

发明

申请已获受
９９ １ １６８８７．９
理

昂立多邦胶囊

自获得专利之
日起 ２０ 年

发明

申请已获受
００ １ １１６４７．９
理

生物医药及保
健食品

自获得专利之
日起 ２０ 年

发明

申请已获受
００ １ １９４６５．８
理

昂立明视胶囊

自获得专利之
日起 ２０ 年

１３２９０．０

８年
９年

④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的其他情况
目前，公司未允许他人以任何形式使用本公司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
根据公司收购的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与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军医大学签署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之专利许可合
同》，约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许可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使用其拥
有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供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或其
确定的其他方进行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α衍生物 ３ａ 新生物制品的临床研究、
生产及为上述目的申报新药、获得新药保护以及转让新药技术；许可期限为 １５ 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但不应超过该专利权的有限期间；技术使用许可费为
３５００ 万元，签署之日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在获得具有申请新药证书副本权利的新药证
书正本后 １５ 日支付 １５００ 万元，在取得新药试生产批文后 １５ 日支付 ５００ 万元，在
取得正式生产批文后 １５ 日支付 ５００ 万元。
公司已按照上述协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支付了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
拟利用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其余的 ２５００ 万元使用费。

４、研究开发
１）研发机构、人员和费用
本公司的研究工作由公司所属的生物医药研究所负责。该所下设产品一部、产
品二部、中试部、市场研究部和产品申报部。目前，研究所共有员工 ２４ 人，其中
高级职称 ８ 人。同时，为加强科研开发的力量，公司聘请了国内营养、卫生、医药
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专家顾问委员会，由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陈灏珠教授担任
主任委员，对公司的科研进行指导把关，加快了公司产品系列化开发的步伐。1998
年－2000 年，公司研发费用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53%、0.43%、
0.91%。

2）储备和在研产品
①昂立舒脑液

该产品是依据传统中医理论研制开发的保健食品，其机理是

通过降低血粘度、增加红细胞变形能力来改善脑微血流状态。经国家卫生部审定，
产品具有耐缺氧、延缓衰老和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宜于常处于脑缺血、缺氧状
态者、中老年人和脑功能减退者。该产品目前处于中试阶段。
②昂立品山口服液

该产品是依据中药养生理论与现代微生态医学理论，以

对人体免疫调节和抑瘤效果显著的茯苓、薏苡仁、薜荔果、党参、灵芝多糖为原料，
经提取浓缩精制后复配昂立一号活菌制备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产品具
有抑制肿瘤、抗辐射、抗突变的保健功能。该产品目前处于中试阶段。
此外，公司尚有四个研究产品处于小试阶段，包括用于 ＨＰ 感染的预防保健或
辅助治疗的抗 ＨＰ 产品，抗骨质疏松产品，从一种成本低廉易得的黎科植物中提取
出的、具有良好抑制乙肝病毒作用的活性物质黎特多糖，能有效增强阴道乳酸杆菌
群、促进阴道微生态平衡、用于治疗阴道菌群失调及细菌性阴道病的 ＢＶ 制剂产品。

５、技术创新机制
１）技术创新的安排
为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拓展产品线，公司已在资金、机构、人员、

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安排。
资金和机构方面，公司拟用本次公开募集资金中的 ８０００ 万元将研究所扩建为
生物医药研究院，通过健全科研机构、增添科研设备、聘请技术专家的方式增强研
究实力。
人员方面，一批原在其他药品企业担任技术骨干的专业人员及包括博士在内的
应届大专院校医药专业毕业生也已受聘或准备加入公司。
机制方面，公司拟在研究院中实行根据产品研究的进展情况和获得的相应的经
济效益对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奖励的措施，鼓励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

２）企业文化建设
本公司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鼓励创新，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观念的创
新，以新的观念创造和引导市场；二是机制创新，通过用人机制、激励机制、约束
机制、内部交流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活跃企业的创新氛围；三是技术创新，将现代高
新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结合，研究和开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引导性产品；四是管
理的创新，引入现代管理理念，注重动态管理、注重企业的流程再造、注重危机管
理、战略管理、信息管理。
与之相适应，公司在员工中提倡四个观念，一是学习，在内部开展系统的学习
和业务培训；二是团队精神，处理好团队合作中的五大关系，即创新与遵守管理规
范的关系，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奉献与薪酬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眼前与长
远的关系；三是责任感，培养员工对股东，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感；四是充分利
用各方面资源，发挥内外部资源的优势，为企业发展增添力量。

第七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不存在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
在同业竞争。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公司的主要股东上海交通大学、大众
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已分别出具了《非竞争承诺
书》。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承诺：对于股份公司正在或已
经进行生产开发的产品、经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不再生产、开
发任何对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产品，亦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
营、参与投资于与股份公司业务、新产品、新技术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业
务、新产品、新技术。同时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股权以上的附属
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将不生产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相同
的产品，也不生产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直接竞争的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也不
直接经营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公司主承销商认为：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上述《非竞争承诺书》合法、
有效。
公司律师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指出：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已就其关联交易与同业竞
争的情况进行了充分披露；未发现存在股份公司的股东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相似
业务的情形；该等《非竞争承诺书》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关联方
1、控股股东
公司的股东中，不存在单独或与其它股东通过协议拥有本公司 30％以上表决
权资本的情况，不存在通过章程或协议控制本公司财务和经营政策的情况，不存在

单独或与其它股东通过协议能控制本公司董事会多数董事或在董事会有半数以上投
票权的情况。因此，公司目前尚无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东。

2、其他股东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上海交通大学

持有公司 ２２％的股份

谢绳武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２０％的股份

杨国平

５６５８５．１６ 万元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持有公司 ２０％的股份

朱云舫

１５００ 万元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１１％的股份

吴建华

１７７００ 万元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持有公司 １１％的股份

陆秉孙

１ 亿（日元）

上海茸茸实业公司

持有公司 ９％的股份

黄一鸣

５８９．１６ 万元

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４％的股份

王宗光

１４４７３ 万元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２％的股份

李鸣

１５０００ 万元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１％的股份

邵松岐

３０００ 万元

3、公司参与的联营企业
关联方
上海昂立华山（沙家浜）医疗

关联关系
公司对其出资比例为 ３０％

法定代表人
兰先德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保健康复有限公司

4、关键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兼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企业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公司董事长许晓鸣为其法定代表人

３０００ 万元

上海交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同上

１４２００ 万元

上海交大国飞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同上

６５００ 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同上

４５００ 万元

上海交大慧谷科技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上

５００ 万元

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上；公司对其投资比例为 ３．３３％

１０００ 万元

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为其法定代表人

４７６１７．９５４ 万元

上海大众三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同上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上海大众便捷货运有限公司

同上

２０００ 万元

上海大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同上

６００ 万元

上海大众国际旅行社

同上

２００ 万元

上海交大浩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盛焕烨为其法定代表人

１０００ 万元

上海交大浩然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同上

５０ 万元

上海万佳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总经理兰先德为其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 万元

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董事高锋为其法定代表人

７２２ 万元

上海教益海外合作交流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顾林福为其法定代表人

５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
公司无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系在生物制品公司整体改制的基础上设立的，生物制品公司的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已全部进入公司。公司拥有独立
的产、供、销系统，设有独立的采购部和营销总部，已建立独立的销售网络渠道。
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与公司股东单位及其下属企业没有任何关系。
1、主要股东的承诺
公司将尽量避免与关联企业、关联人士发生交易。如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为此，公司的主要股东上海交通大学、大众交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已承诺：如与股份公司及其成员
进行交易，均会以一般商业性及市场上公平的条款及价格进行。

2、公司章程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公司现行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
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
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
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
作出详细说明。关联股东应回避而没有回避的，非关联股东可以要求其回避。
公司现行章程规定：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
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 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
般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
度。除非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
将其计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有权撤销该合

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

（四）发行人律师、主承销商的意见
1、本公司律师意见
本公司律师认为，已对发行人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问题
予以了充分披露。未发现股份公司的关联方与股份公司存在关联交易；股份公司现
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已经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做出了规定，股东大会在审议关联交
易时有关的关联股东应当回避不参加表决，本公司律师认为上述关于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的规定合法、有效。
2、主承销商的意见
本次发行主承销商认为所披露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已全面披露，
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第八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１、董事
许晓鸣

男，４４ 岁，博士，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８６３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的负责人，１９９７ 年被列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历任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处处长、自动化系系主任、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
大企业管理中心、上海交大科技园有限公司、上海交大国飞科技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交大慧谷科技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西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国平

男，４５ 岁，工商管理硕士，教授，高级经济师，上海市股份制联合

会会长，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劳动
模范。曾任上海市杨树浦煤气厂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委书记、上海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兼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三汽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便捷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国
际旅行社董事长。
费正杰

男，４４ 岁，大学本科。历任松江县五里塘乡党委组织委员、上海茸

北工贸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松江区茸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松江区茸北镇集体资产经营公
司总经理。
兰先德

男，４４ 岁，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中国青年科技工作

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保健品协会常务理事。曾获团中央全国青联和科技部颁发的“中

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在化工部第八设计院、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工作。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上海昂立华山（沙家浜）
医疗保健康复有限公司、上海万佳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无锡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昂立茸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昂立贸易有限公司、北京昂立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南京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昂立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阳昂立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昂立广告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盛焕烨

男，５８ 岁，大学本科，教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德国信

息学会海外会员，１９８９ 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１９９６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
步一等奖。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大浩
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大浩然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慧秋

女，４９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任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裕安

激光仪器厂厂长、上海浦东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主任。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叶文良

男，47 岁，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曾任松江县五里塘乡乡长助理、

财政所长、五里塘乡工业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高锋

男，46 岁，中专，副主任药师，高级经济师。曾任徐汇区药材公司总

经理、新路达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樊建明

男，47 岁，学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电视配件厂计划科副科长、

财务科长、厂长助理、上海华丰无线电厂厂长。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上海国际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首
席代表。

２、监事
钟晋亻
幸 男，46 岁，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任上海大众出租汽车股份公司
审计部经理、上海浦东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兼任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大众凌伟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医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海洋生物市场有限公司监事长，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王伊宁

男，45 岁，学士，副教授。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团委书记、上海交通

大学研究生院副处长、上海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交通大学监察处处长、
上海交通大学校产办主任。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上海交通大学财务处处长、上海
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朱云舫

男，45 岁，大专文化。曾任松江县五里塘乡提琴厂厂长、松江县茸

北镇上海消防器材厂一分厂党支部书记、松江县茸北镇工贸实业总公司办公室主
任。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法定代
表人、总经理。
冯玉瑞

女，44 岁，学士，高级经济师。曾任徐汇区物价局科长、局长助理。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杜俊兰

女，56 岁，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无三十二厂技术厂长、

上海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生产科科长、上海市经委生产计划处副处长、上海国际株
式会社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上海国际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参
事。
王雷萍

女，45 岁，大专文化，工程师。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

科科长、上海南洋通源实业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兼任上海昂
立华山（沙家浜）医疗保健康复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万佳日用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刘江萍

女，43 岁，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会计师。曾任上海微电脑厂

财务科副科长、深圳长江计算机联合公司财务部经理、上海计算机工业经销公司财
务部经理。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
顾林福

男，45 岁，大学文化，经济师。曾任上海市教委基建处副处长、支

部书记。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上海教益海外合作交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国君

男，46 岁，大专文化，会计师。曾任上海凯旋城空调器公司副经理、

上海新闸北五金交电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市名品商厦审计主任。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

３、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范小兵

女，34 岁，生物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上海市生

化药学会理事、上海市微生态学会理事。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讲师。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盛文灏

男，３４ 岁，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曾任上海无

线电十九厂助理工程师、广东太阳神集团公司华东饮料部经理。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部总经理；兼任上海交大
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永勤

女，４４ 岁，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副教授，中国

注册会计师资格。曾任南京无线电元件厂会计、南京大学财务处副科长、南京大学
国际商学院会计系教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上海大众出租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计财部副经理。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任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长，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潘宏

女，36 岁，法学硕士，副研究员，律师。曾任华东政法学院教师，

上海交通大学法律事务室副主任。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4、核心技术人员
范小兵

简历见上。其主要成果及获得的奖项包括：发明专利“一种改善视

觉功能的保健品”、“一种具有免疫活性的多糖”、“一种含医用活性菌的复方制剂及
制备方法”的发明人之一及实用新型专利“固定化细胞制备装置”的设计人之一，
昂立一号口服液、昂立多邦胶囊、昂立明视胶囊、昂立美之知胶囊、昂立西洋参胶
囊等产品的主要研制人。
沙大年

男，40 岁，学士，高级工程师。1995 年至今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

限公司生物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成果及获得的奖项包括：发明专利“一种改善视觉功能的保健品”、“一种
具有免疫活性的多糖”、“一种含医用活性菌的复方制剂及制备方法”的发明人之一
及实用新型专利“固定化细胞制备装置”的设计人之一，参与昂立多邦胶囊产品的
研制开发。
宋士良

男，38 岁，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医药研究所

研究员。
参与开发的产品有昂立康尔润通糖浆、抗 HP 微生态调节剂等。
赵亚平

男，37 岁，江苏理工大学博士，无锡轻工业大学博士后，副教授。

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现任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医药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作为项目主要人员参加了国家有机地化重点实验室和贵
州省科委重点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超临界 CO2 技术萃取辣椒色素和分离辣素
的研究；作为项目主要人员参加了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高纯度
分离鱼油生理活性组分的研究；目前正在主持天然复合抗氧制剂、天然维生素 E
高α化以及国家重点化学工程联合实验室固定床反应工程实验室反应过程在线辨识
和检测等项目。
李晓波

女，38 岁，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博士，中国药科大

学中药学院博士后，副教授。曾任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副教授。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研究所研究
员。
主要成果及获得的奖项包括：拥有的专利登录 GenBank 基因序列 17 项，承担
归国留学人员基金、博士后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
上述人员相互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关系。

（二）为稳定上述人员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公司章程，由董事会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1998、1999 年，由董事会制订了“1998 年度对公司经营班子考核方案”、
“1999
年总经理经营目标考核方案”，并经股东大会年会表决通过，股东同意将其应分股
利中的一部分用于对总经理奖励；根据公司一届九次、十一次董事会纪要，对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奖励。2000 年，根据公司一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同意按《2000
年度总经理（包括经营班子）考核兑现方案》和《2000 年度公司科技人员奖励兑
现方案》
（参照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办法制定），对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
人员进行奖励。
今后，公司对上述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将按照程序由董事会制订和审议。

（三）上述人员在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

（四）上述人员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领取收入的情况
董事总经理兰先德、董事副总经理叶文良、副总经理范小兵、董事副总经理李
慧秋、副总经理盛文灏、财务总监曹永勤、监事王雷萍、董事会秘书张潘宏、核
心技术人员沙大年、核心技术人员宋士良获取薪酬的单位均为公司，收入分别为 53
万元、21 万元、25 万元、21 万元、25 万元、18 万元、16 万元、16 万元、12 万元、
9 万元。

董事长许晓鸣、监事刘江萍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交大南洋股份有限公
司，收入分别为 12 万元、6 万元；常务副董事长杨国平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大
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入为 22 万元；副董事长费正杰获取薪酬的主要
单位为松江区茸北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收入为 7 万元；董事盛焕烨、监事王伊宁
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收入分别为 8 万元、5 万元；董事高锋获取
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公司，收入为 12 万元；董事樊建明、监
事杜俊兰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国际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收入分别为 8 万
元、7 万元；监事长钟晋亻
幸
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收入为 10 万元；监事朱云舫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茸北工贸实业
总公司，收入为 3 万元；监事冯玉瑞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收入为 5 万元；监事顾林福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收入为 6 万元；监事俞国君获取薪酬的主要单位为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有限
公司，收入为 15 万元。

第九章 公司治理结构

（一）关于公司股东大会和股东
１、股东大会
按照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选举
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等《公司法》
所规定的权利。

２、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公司现行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享有如下权利：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
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依照其所
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依照法律、
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公司章程，缴付合理费
用后有权查阅和复印本人持股资料、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公
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
余财产的分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按照公司现行章程规定，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遵守公司章程；依其所认购
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

３、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
除了普遍适用于公司所有股东的规定外，公司现行章程还主要从两个方面保障
中小股东的权益，一是对大股东的权利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一是对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护作出了特别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作出有损于公司和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十（不含投票代
理权）以上的股东书面请求时。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
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新的提案。股东大会
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
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
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关联股东应回避而
没有回避的，非关联股东可以要求回避。

（二）关于董事会和董事
１、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名，常务副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
按照公司现行章程，董事会的权利包括：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
作；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在公司净资产 １０％的
限额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事项；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决算方案等《公司法》规定的职权。

２、董事
按照公司现行章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从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章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
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三）关于监事会和监事
１、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９ 名监事组成，在监事中推选监事会主席一名，由全体监事过半数表
决同意选举产生或罢免。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主席指定一名监事代行
其职权。
按照公司现行章程，监事会的权利包括：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经理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
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公司
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２、监事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股东担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职工担任的监事
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监事连选可以连任。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
代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四）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根据公司现行章程，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
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据此，公司董事会按会计年度制订“总经理（包括经营班子）
经营目标考核方案”，并据以实施。对核心技术人员参照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激励。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履行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公司现行章程对上述人员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作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主
要内容包括：
1、在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越权；
2、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同本公司订立
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3、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4、不得直接或间接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直接或间接从
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
5、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6、不得挪用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
7、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直接或间接侵占或者接受本应属于公司的
商业机会；
8、未经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有关的佣金；
9、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储存；
10、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11、未经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不得泄漏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涉及
本公司的机密信息。
公司章程还规定，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
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
一般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
和程度。
除非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
不将其计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有权撤销
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

（六）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与规则
1、重大投资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公司重大投资的决策程序和规则主要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决议和公司内部管理规章的规定进行。
根据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会在
公司净资产 10%的限额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事项。董
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超过公司净资产 10%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审查，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每年度上半年举行的董事会例会，必须将公司
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列入议程。
根据公司一届十三次董事会纪要，董事会授予经营班子对外投资权，即单个项
目总投资额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每年不超过三个。据此，公司制订了《关于
资金预算及审批制度》、《合同审批程序》等规章，上述规章规定，公司重大项目的
资金预算，由项目负责人按季提出，总会计师审核，报总经理批准。重大项目是指
对外投资（不包括外地开设分公司）和生产基地建设、厂房改扩建工程等。重大项
目资金的支付应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总经理批准后执行。因特殊情况或时间紧
迫的重大项目投资，除履行内部必要手续外，须追报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批准。

2、重要财务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公司关于重要财务决策的程序和规则主要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和公司内
部管理规章的规定进行。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
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
券作出决议；
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在公司净资产 10%
的限额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事项。
总经理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为此，公司通过制定
上述《关于资金预算及审批制度》、《合同审批程序》等规章对内部财务决策程序和
规则作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

3、外部决策咨询力量的利用情况
根据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对超过公司净资产 10%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聘请陈灏珠院士等 29 名知名专家组成专家顾问委员会，对公司的新产品

开发进行指导，提供决策参考。

（七）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围绕 ISO9001 质量体系展开的，该套制度包括两个层次
的内容。一是公司层面依据 ISO9001 体系制定的涉及业务、管理、各部门职责的
控制制度，二是各部门依据公司制度、结合部门职责制定的接口和执行制度。该套
制度已覆盖科研开发、供、产、销、人员、财务、资产等各方面，其核心是通过规
范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控制保证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转。
公司内部运营制度包括管理评审、合同评审、财务管理、质量策划、人员培训、
管理、技术和外来文件的控制、统计技术控制、各部门体系接口制度程序等，主要
控制公司层面的运行质量，协调各部门关系。
科研过程的控制制度包括设计策划控制、小试控制、中试控制、批量生产试验
控制程序。
供、产、销环节的控制制度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制度，公司对此制定并实施了
详细的程序。
原材料采购方面，包括原材料采购、合格分供方评审、外委加工控制程序。
生产方面，包括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各产品生产过程控制、设备管理控
制、生产环境控制、生产计划控制、包装控制程序、防护和交付控制程序。
质检方面，包括原材料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控
制、检验和试验状态控制、内部质量审核、质量记录控制、不合格品控制、纠正和
预防控制程序。
贮存运输方面，包括搬运控制、贮存控制、外委运输控制程序。
销售服务方面，包括客户服务控制、顾客投诉控制程序。

（八）公司管理层评价
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已覆盖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在针
对公司运行特点的基础上遵循 ISO9001 质量体系的要求，并已通过相关的认证，
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合理的、完整和完整的，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今后，

公司将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对该套制度进行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以适应公司发展
的要求。

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会计报表编制基准及注册会计师意见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成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登记注册。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原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整体改制的基础上以发起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
限公司期间，公司未进行过剥离。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
度》及其补充规定，以及具体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
公司已聘请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资产负债表、自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三个会计年度的合并利润
表及利润表、合并利润分配表及利润分配表与 ２０００ 年度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及现金
流量表进行了审计。会计师已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以下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本章
的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的分析说明反映了公司过往三年的经审计的会计报表、经审
核的盈利预测报告及有关附注的重要内容。

（二）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公司的合并会计报表是按照《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及有关文件，以母公
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个别会计报表以及其它资料为依据进行编制。合并
时对内部权益性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内部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内
部交易事项、内部债权债务进行抵销，对合并盈余公积进行调整。
母公司与子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无重大差异。
１、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包括：上海昂立广告有限公司、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司、南京
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昂立茸北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杭州昂立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昂立保健品有限公司、沈阳昂立生物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该等公司的详细情况见
本章（五）２“长期投资”。
2、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1999 年比 1998 年新增合并单位 2 家，原因为投资新设西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无锡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减少合并单位 2 家，原因为武汉昂立营销有限
公司及大连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注销事宜。
2000 年比 1999 年新增合并单位 2 家，原因为投资新设武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对上海昂立广告有限公司投资 30%变更为 90%；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原因
为乌鲁木齐全新昂立商贸有限公司在本期正在办理注销事宜。

（三）简要会计报表
公司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反映了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
况，故在本节中仅披露了公司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若投资者想详细了解公司近三
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请阅读本招股说明书附录一。
１、简要合并利润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一、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４７９，３５８，１７５．３８
４７９，３５８，１７５．３８

５１７，１２９，６９８．３３
５１７，１２９，６９８．３３

３７０，１６８，９００．２７
３７０，１６８，９００．２７

１３７，６８１，２８２．７０

１０１，７８０，６９３．１８

６６，０６６，９５６．７７

５，９５１，７１０．４８

５，７８１，２０７．９７

３，９８２，７３３．２９

３３５，７２５，１８２．２０

４０９，５６７，７９７．１８

３００，１１９，２１０．２１

５１，１９２．５４

１７，６９４．８５

６，６３１．４４

减：营业费用

２５２，９１２，１１６．４５

３１７，１３９，３８７．１８

２０３，９５６，１３８．０２

管理费用

５４，０２７，８８９．３１

４２，６１６，７３０．４３

２９，１８９，９３４．４３

财务费用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２，４９７，０３９．８７

８７０，３６４．４３

１，２１７，１７０．４３

２６，３３９，３２９．１１

４８，９５９，００９．９９

６５，７６２，５９８．７７

９，７１２，１１５．１０

３，３７３，２３９．２７

１５，０４２，５４７．００

１２，８４９，７５８．７２

１，４７９，２７３．２８

营业外收入

９０，４９１．４５

６４，１９０．１０

８，４９８．８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３２０，２７４．６１

４９６，５５２．４３

３，４９０，６４８．８６

５０，８６４，２０８．０５

６４，７４９，６４５．６５

６３，７５９，７２２．０４

２３０，７６８．３３

３，７７４，２８６．１７

１１，７００，９３２．２８

补贴收入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

减：少数股东损益（合并报表填列、亏损以
＂－＂号填列）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未弥补亏损以“－”
号填列〕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减：应付普通股股利

１７，５８４．０８

１，２５５，０１２．９７

８２６，０２４．７２

５０，６１５，８５５．６４

５９，７２０，３４６．５１

５１，２３２，７６５．０４

２７，３８１，１６３．２１

１１，３１１，３０６．４５

－４，３８１，５３６．５６

７７，９９７，０１８．８５

７１，０３１，６５２．９６

４６，８５１，２２８．４８

６，８１６，５０９．８８

７，５０２，６２３．３６

５，７８９，２６６．９９

３，４０８，２５４．９３

３，７５１，３１１．６７

２，８９４，６３３．５０

６７，７７２，２５４．０４

５９，７７７，７１７．９３

３８，１６７，３２７．９９

６７，７７２，２５４．０４

３２，３９６，５５４．７２

２６，８５６，０２１．５４

２７，３８１，１６３．２１

１１，３１１，３０６．４５

八、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以＂－＂号表示）

２、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元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净额
应收票据
应收帐款
其他应收款
减：坏帐准备
应收帐款净额
预付帐款
存 货
存货净额
待摊费用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长期投资净额：
其中：合并价差（贷差以＂－＂号表示，
合并报表填列）
其中：股权投资差额 （贷差以 ＂－＂号
表示，合并报表填列）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开办费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１０，１１８，７６４．４２
７７，８７０．００
７７，８７０．００

８９，６１０，２３９．２１

７３，６４３，４８７．５０
２５，８３８，３５６．３７
５，０３３，４９６．５４
９４，４４８，３４７．３３
１５，８３５，５７１．３６
３０，２４５，９７１．４２
３０，２４５，９７１．４２
４２４，７１４．４８

７８，９３２，１２１．８７
９０，５１３，５３６．９０
３，３４１，９４５．７１
１６６，１０３，７１３．０６
７，６８９，０６６．４５
５０，８３３，３６２．１５
５０，８３３，３６２．１５
３２３，６３７．７２
８１８，１１６．６１
３１５，３７８，１３５．２０

２５１，１５１，２３９．０１
６１，５１３，７４６．２４
６１，５１３，７４６．２４
６１，５１３，７４６．２４
（２，４８６，２５３．７６）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９９，６６２，４６５．８２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９１，５９０，２２６．６０
１８，５４２，７１２．４２
７，０８６，８９５．１３
１０３，０４６，０４３．８９
２４，１４８，７７５．２８
２７，２５９，３４２．４２
２７，２５９，３４２．４２
５９２，４７６．８７
２５４，７４９，１０４．２８

２，２２６，４４７．５５
２，２２６，４４７．５５
２，２２６，４４７．５５

６，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９９６，４１６．２９
２１，９００，５１７．１７
９０，０９５，８９９．１２
１３，１４１，８０２．９１
９５２，６６０．４５
１０４，１９０，３６２．４８

１０９，６４７，１４２．５３
１４，１７４，３６０．６０
９５，４７２，７８１．９３
５，５０２，７７１．７６
５，３８６．４０
１００，９８０，９４０．０９

２５，８８４，７０４．３２
６，５４６，３２７．７２
１９，３３８，３７６．６０
６０，６０２，５７８．２０
２，６２６．９３
７９，９４３，５８１．７３

３１，１５６，５９３．７７
７４，４５５．７４
２５，６９８．５８

２９，３６７，０５４．４０
１３８，５９６．８２
１５，５８５．００

２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５４５．５４
１４１，６５５．０８

（２，４８６，２５３．７６）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资 产 总 计
负 债 及 股 东 权 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帐款
预收帐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负债合计
负 债 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合并报表填列）
股东权益：
股本
盈余公积
其中： 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以＂－＂号表
示）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负 债 及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３１，２５６，７４８．０９
４４８，１１２，０９５．８２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９，５２１，２３６．２２
４４８，１０６，７５９．０６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５５，８８１．７４
６，２２２，８８５．１０
１５，２４５，１６３．７４
６，５９５，３８１．８２
７６，００３，５８３．５０
４，３０５，３１０．５４
３１０，７９２．６８
４，８７１，１４５．２０
２０７，６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４１７，８２４．３２

２６，８７５，２００．６２
３６７，８６７，８８６．６３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５３２，５９２．４９
３，６３１，１７１．０８
４，６５０，７２９．３８
５，７０７，５１３．５７
４１，５２１，６７６．１８
３３，１０７，００１．４７
２８４，９６８．４３
６，７９２，８５０．４７
２，７３６，６５０．０５
２４４，９６５，１５３．１２

４２，７２４，１３８．３７
５，４６６，８４１．０７
４，７４８，９２８．２６
２，３５６，８２８．１８
４２，１２５，５６６．００
３１，９６９，０６６．３９
１，７０７，４０３．２９
１１，０５４，９１５．６６
１，１８５，８０９．０１
１４３，３３９，４９６．２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９６５，１５３．１２
３，８２２，６０７．２１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３３９，４９６．２３
２，５３３，１８３．４６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６２，６００．３３
１０，０５４，２００．１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３７，８３５．５２
６，６４５，９４５．１７
２７，３８１，１６３．２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６８３，９００．４９
２，８９４，６３３．５０
１１，３１１，３０６．４５

１８０，１６２，６００．３３
４４８，１１２，０９５．８２

１９７，３１８，９９８．７３
４４８，１０６，７５９．０６

１６９，９９５，２０６．９４
３６７，８６７，８８６．６３

２６７，４１７，８２４．３２
５３１，６７１．１７

３、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金额

项
目
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金额

５７１，８４５，０７６．５４

收到的租金
收到税费返还

２４，９０１，８３７．８４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现金

３，７８５．４０
２４，８５９，７６４．２８
－１１，４５９，６６１．５９

２，７８４，６９１．０９ 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５９９，５３１，６０５．４７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
资所收到的现金
２３５，０５６，０６５．７９ 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５，７６１，６８２．４７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５０，３５５，４１９．５５

实际交纳的增值税款
支付的所得税款

７９，２０８，７２０．８７
２２，２５７，６７２．５０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００．００

支付的除增值税、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９，７６９，７６４．４８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９５，００１，２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生筹资费用所支付的现金
１６８，３３９，２３９．９９ 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２７，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０，７４８，５６５．６５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８，７８３，０３９．８２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融资租赁所支付的现金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

４，５１５，７３０．００

９，４６４，７８９．３２ 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现金

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３，９３５，３１３．３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１９１，８１５，７３０．００
３，１８５，４７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１０２．６９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权益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８７６．９８

１８，６５５，９７８．８８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补

充

资

料

２０，５０９，７２５．２１
金额

１、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

少数股东损益（亏损以“－”号填列）

减：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５０，６１５，８５５．６４
１７，５８４．０８

计提的坏帐准备或转销的坏帐

１，６９３，７８８．１０

固定资产折旧

９，５３０，７３４．９８

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３，２１１，３３９．７６

待摊费用的减少（减：增加）

－１０１，０７６．７６

预提费用的增加（减：减少）

－２，６６５，２０３．０５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固定资产盘亏、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投资损失（减：收益）

１，０６７．６８
４，６５１，０８６．０２
－９，７１２，１１５．１０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２０，５６３，７２０．１２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２３，２０８，４３１．０３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２５，８１５，３１０．６２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７８３，０３９．８２

２、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
减：

货币资金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１，８４０，６６４．４２
８１，３３０，９３９．２１
２０，５０９，７２５．２１

（四）经营业绩
公司主业突出，前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0%、100%、
97.85%。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昂立”系列保健品的销售。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7,016.89 万元、51,712.97
万元和 47,935.82 万元。公司业务收入的详细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元
收入构成名称

２０００ 年
金额

１９９９ 年
比例

金额

１９９８ 年
比例

金额

比例

昂立一号

２４７，１０７，６７９．３６

５１．５５％

３３４，２２２，２０８．８５

６４．６３％

２２８，０２４，７２１．３７

６１．６０％

昂立多邦

１６５，３２３，８４６．３２

３４．４９％

１４６，４５９，５０３．４８

２８．３２％

１２８，３７８，０９９．４３

３４．６８％

昂立西洋参

３０，２５９，６７６．００

６．３１％

２６，６１４，２１７．４５

５．１５％

１２，４３１，４００．４７

３．３６％

昂立美之知

１３，２１６，４８２．５４

２．７６％

８，３２０，１３１．１７

１．６１％

１，２９１，１９４．３４

０．３５％

昂立舒渴

６，２２９，３８２．２５

１．３０％

１，５１３，６３７．３８

０．２９％

４３，４８４．６６

０．０１％

昂立明视

６，８０５，５７１．７９

１．４２％

－－－－－

－－－－－

－－－－－－

－－－－－

１１７，６０６．８４

０．０２％

１０，２９７，９３０．２８

２．１５％

４７９，３５８，１７５．３８

１００％

５１７，１２９，６９８．３３

１００％

３７０，１６８，９００．２７

１００％

昂立康尔润通
广告收入
合

计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主要为“昂立”系列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费用
和制造费用。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6,606.70
万元、10,178.07 万元和 13,768.13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为 81.08%、79.21%
和 70.03%。
公司的营业费用主要为广告及业务宣传费、销售人员工资及福利费。1998 年、
1999 年和 2000 年度，公司的营业费用分别为 20,395.61 万元、31,713.94 万元和
25,291.21 万元。
公司的管理费用主要为研究及开发费用、管理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1998 年、
1999 年和 2000 年度，公司的管理费用分别为 2,918.99 万元、4,261.67 万元和 5,402.79
万元。
公司享受增值税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地方税
务局沪财税政（１９９６）２ 号文，“昂立一号”、“昂立多邦胶囊”１９９８ 年、１９９９ 年享

受增值税 ２５％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
补贴收入系公司享受的增值税返还。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度，公司的补
贴收入分别为 147.93 万元、1,284.98 万元和 1,504.25 万元。
公司的投资收益为股票、债权投资收益，系公司运用自有的季节性闲置资金投
资所得。1999 年和 2000 年度，公司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337.32 万元、971.21 万元。
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 ３３％。２００１ 年以前根据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地方税
务局沪财税政（１９９６）２ 号文，公司按 １５％的实际税负缴纳企业所得税；昂立系列
产品于 １９９７ 年、昂立多邦产品于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昂立 １００ 西洋参胶囊产品于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实现的应纳已交所得税享受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此外，根据松
江区 １９９９－６７ 区府会议纪要，“昂立一号”产品 １９９８ 年企业所得税实行先征后返，
１９９９ 年实行先征后返 ６０％。
２００１ 年根据国发［２０００］２ 号文和财税［２０００］９９ 号文，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取得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发出的沪税所一（２００１）９ 号文《关于对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经批准上市后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对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上缴的企业所得税超过 １５％的税负部分，按照财税（２０００）９９ 号文规定，
由同级地方财政予以先征后返。因此，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的实际税负为 １５％。

（五）资产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计为 44,811.21 万元，包括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它应收款和存货。具体情况如下：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公司的货币资金分别为 9,966.25 万元、8,961.02
万元和 11,011.88 万元；分别占当年末流动资产的 39.12%、28.41%和 43.85%。
公司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9,159.02 万元、7,893.21
万元和 7,364.35 万元。2000 年 12 月 31 日，帐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帐款余额为 6,805.50
万元，占应收帐款总额的比例为 92.41%。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应收帐款余
额中，并无持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欠款。

公司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的其它应收款分别为 1,854.27 万元、9,051.35
万元和 2,583.84 万元。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０ 年比 １９９９ 年减少 ６，４６７．５２ 万元的主要原
因为公司在 １９９９ 年对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而该证券公司的增
资扩股是在 ２０００ 年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准并取得营业执照，因
此在 １９９９ 年暂计“其他应收款”，２０００ 年转入“长期股权投资”。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其它应收款余额中，并无持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欠
款。
公司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的坏帐准备为 708.69 万元、334.19 万元和
503.35 万元。上述三年末的应收款项净额为 10,304.60 万元、16,610.37 万元和 9,444.83
万元。
公司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的存货分别为 2,725.93 万元、5,083.34 万元
和 3,024.60 万元。

2、长期投资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母公司会计报表中，长期投资均为长期股权投
资，初始投资额为 ８，６６０．００ 万元，期末投资额为 １０，３７４．７９ 万元，初始投资额占
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２．６３％。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被投资方

注册资本

投资期限

初始投资额

期末投资额

所占

会计核

权益

算方法

南京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北京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天津市昂立茸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３８．３２

８０％

权益法

广州昂立保健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未约定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成都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西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未约定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３３１．５９

７０％

权益法

沈阳昂立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杭州昂立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无锡昂立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年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８，２９７．７３

８７．５％

权益法

武汉昂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年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０％

权益法

上海昂立广告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年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８５，０４０．４７

９０％

权益法

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 年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１１８，７６３．３６

９０％

权益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 年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５％

成本法

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永久存续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

成本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年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

权益法

８６，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７４７，８７１．４７

司

司
上海昂立华山（沙家浜）医疗保健
康复有限公司
合计

另公司投资的武汉昂立营销有限公司、大连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全新昂立商贸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注销事宜。

３、固定资产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类别

折旧年限

原价

净值

净额

折旧方法

房屋及建筑物

１０－２５ 年

６６，０４５，５４１．２２

５７，４３５，０９０．５２

５７，４３５，０９０．５２

直线法

通用设备

５－１０ 年

９，６１７，１３０．０３

６，２６８，９３４．３９

６，２６８，９３４．３９

直线法

专用设备

１５ 年

３１，３１１，１９４．３６

２３，８６３，７２６．４１

２３，８６３，７２６．４１

直线法

运输设备

５年

５，０２２，５５０．６８

２，５２８，１４７．８０

２，５２８，１４７．８０

直线法

１１１，９９６，４１６．２９

９０，０９５，８９９．１２

９０，０９５，８９９．１２

合计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形资产净值为 ４１，６４３．０６ 万元。

４、主要无形资产
金额单位：元
类别

取得方式

初始金额

评估

28,190,000.00

商标

评估

1,810,000.00

购入

摊余价值

按会计制度规定

专有技术

土地使用权

摊销年限及确定依据

分 10 年摊销

19,270,000.00

86 个月

1,230,000.00

86 个月

10,656,593.77

568 个月

按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
分 10 年摊销
按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
11,058,638.25

分 50 年摊销

剩余摊销期限

上述无形资产中商标和专有技术的原始价值是在公司 １９９７ 年设立时以评估值
作为入账依据的，评估机构为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方法为收益现值

法。

（六）负债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负债合计为 26,741.78 万元，全部为流动负债，
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帐款、预收帐款、其它应付款和应付股利。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13,900 万元，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借款单位

金额

期限

借款条件

年利率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徐汇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７．３１－２００１．７．５

担保

５．８５％

上海银行松江支行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１．９

担保

５．５８％

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０．３０－２００１．４．２７

质押（注）

５．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１．２

担保

５．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６．２３－２００１．５．２３

担保

５．８５％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徐汇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２－２００１．１１

信用

５．８５％

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１．８－２００１．５．７

担保

５．５８％

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２．７－２００１．５．２８

担保

５．５８％

合计

１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公司以 1,000,000.00 美元定期存单质押，向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借款人民币 8,000,000.00 元。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公司的应付帐款分别为 4,272.41 万元、10,253.26
万元和 1,265.59 万元，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应付帐款期末余额中无欠持公
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公司的预收帐款分别为 546.68 万元、363.12
万元和 622.29 万元，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预收帐款期末余额中无欠持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公司的其它应付款分别为 1,105.49 万元、679.28
万元和 487.11 万元，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其它应付款期末余额中无欠持公
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末，公司的应付股利分别为 4,212.56 万元、4,152.17
万元和 7,600.36 万元。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对内部人员和关联方的负债，无重大或有负

债和逾期未偿还债项。

（七）股东权益
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本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３０，１６２，６００．３３

１９，９３７，８３５．５２

８，６８３，９００．４９

法定公益金

１０，０５４，２００．１０

６，６４５，９４５．１７

２，８９４，６３３．５０

２７，３８１，１６３．２１

１１，３１１，３０６．４５

１９７，３１８，９９８．７３

１６９，９９５，２０６．９４

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８０，１６２，６００．３３

（八）现金流量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０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８７８ 万元，其中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５７，１８５ 万元，收到收费返还为 ２，４９０ 万元，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２７８ 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２３，５０６ 万元，
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现金为 ５７６ 万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５，０３６ 万
元，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 ７，９２１ 万元，支付的所得税款为 ２，２２６ 万元，支付的除增
值税、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为 ９７７ 万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１６，８３４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１４６ 万元，其中收回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为 ９４６ 万元，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３９４ 万元；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为 １，８６６ 万元，权益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为
６２０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３１９ 万元，其中借款所收到的现金为
１９，５００ 万元；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为 １６，０００ 万元，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
金为 ２，７３０ 万元，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为 ４５２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为 ２，０５１ 万元。

公司无期后事项和重大关联交易。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招股说明书附录一
会计报表附注中的其它重要事项。

（九）盈利预测报告
公司根据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本公司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的实际经营业绩及公司 ２００１
年的生产经营能力、投资计划和生产经营计划，在充分考虑了国内市场变化趋势，
本着实事求是，稳健性的原则，编制了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的盈利预测。本公司盈利预
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
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编制的 ２００１ 年度的盈利预测
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以下资料摘录自本公
司的盈利预测报告。
合并盈利预测表
项目

２０００ 年度（千元）

２００１ 年度（千元）

增长率（％）

已审实现数

预测数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９，３５８

５９９，４２３

２５．０５

主营业务利润

３３５，７２５

４３２，８４６

２８．９３

营业利润

２６，３３９

１０４，１２４

２９５．３２

利润总额

５０，８６４

１０４，１２４

１０４．７１

净利润

５０，６１６

６５，６０６

２９．６２

公司预计与 ２０００ 年度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相比，２００１ 年度的净利润将增长
２９．６２％，这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
预测公司 2001 年合并主营业务收入为 59,942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25.05%
（2001
年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收入净额预测）。销售的数量、销售单价预测依据 2000 年实
际情况、市场部门对 2001 年保健品市场的基本分析与预测、销售部门对主要客户
的销售价格政策的调整原则。重点品牌如昂立一号、昂立多邦、昂立西洋参比 2000
年分别增长 26.25%、11.06%、41.22%，销售单价与 2000 年基本持平；由于昂立一
号新包装 2000 年推出市场，2001 年将为市场所适应，故预测 2001 年昂立一号销
售量有所上升；昂立多邦新生产线 2000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试运行以来，昂立多邦
的生产能力开始逐渐上升，可以满足市场需要；新产品昂立明视自 2000 年下半年

推出市场以来经过产品导入期，开始进入成长期，销售量比 2000 年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
预测公司 2001 年合并主营业务成本为 15,971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15.99%，
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主要原因为单位成本中的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增长而
有所下降。
预测公司 2001 年合并营业费用为 26,954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6.58%。其中主
要原因为考虑到国内保健品市场竞争背景，为了确保公司重点品牌在 2001 年有足
够增长率，同时为使进入成长期的产品加速增长，公司决定增加 2001 年营销费用
的投入，其中广告费投入 19,500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981 万元，增长比例为 5.30%；
销售服务费投入 3,200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5.01%；
与销售收入同步增长的线性费用中，人员工资及附加费合计 1,958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10.64%，运输费 177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20.24%。
预测公司 2001 年合并管理费用为 5,614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3.91%，其中：
研究发展费 500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14.31%，系公司为了保证产品生命周期的延
长和拓展新品种而加大研究费用的支出。
预测公司 2001 年合并财务费用为 304 万元，比 2000 年增长 21.67%。根据 2001
年生产与采购规模，账面应付账款账龄推算以及 2001 年销售公司将调整现金提货
的折扣政策，预计 2001 年平均银行贷款 7,000 万元，月利率 4.65‰，预计利息支
出为 391 万元。

（十）资产评估
１、１９９７ 年公司改制设立时，经上海市松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沪（松江
县）评审立（１９９７）０３ 号文同意立项，聘请了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现
改制更名为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整
体资产进行了评估。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 ＫＨ 报字第 ０８０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结果业经上海市松江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沪（松江县）
评审（１９９７）０３ 号文予以确认，作为公司改制折股的依据，并进行了相应的调账
处理。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沪国资评［２０００］４１６ 号文对该

资产评估结果予以了追加确认。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

元
资产类型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重置价值

评估值

增加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１１５，７８０，５５１．０３

１１５，７８０，５５１．０３

１０８，２４１，００１．９３

１０８，２４１，００１．９３

－９，９２７，３３０．１０

－８．４０

长期投资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１１，５８７．３２

８，０１１，５８７．３２

－９８８，４１２．６８

－１０．９８

房屋建筑

６，１４９，７１３．７１

４，２８５，４８６．０８

５，５６７，９２１．１５

５，１３０，９０４．４９

８４５，４１８．４１

１９．７３

６，４６０，６５５．４９

４，２６５，２４３．３１

６，２３３，０４７．００

４，０１７，６４３．２７

－２４７，６００．０４

－５．８１

－５４，２７１．００

－４．５８

机器设备
土地使用权

１，４９０，０００．００

在建工程

１，１８４，００５．９６

１，１８４，００５．９６

无形资产

３２１，９３７．２１

３２１，９３７．２１

１，１２９，７３４．９６

１，１２９，７３４．９６
１１８，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递延资产

１７３，５８８．１０

资产合计

１３８，８９６，８６３．３９

１３４，８３７，２２３．５８

２４８，０１６，８８０．４６

２４５，３６４，４６０．０７

１０８，０６７，４０６．５９

７８．７１

负债合计

５６，１８４，１２３．１０

５６，１８４，１２３．１０

５７，４４３，９３６．０４

５７，４４３，９３６．０４

－１，２００，０１６．９６

－２．０５

净 资 产

８２，７１２，７４０．２９

７８，６５３，１００．４８

１９０，５７２，９４４．４２

１８７，９２０，５２４．０３

１０９，２６７，４２３．５５

１３８．９２

其中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超过了 ３０％，原帐面价值为 ０ 的土地使用权、专有
技术、商标、商誉和营销网络评估值分别为 １４９ 万元、２８１９ 万元、３２８９ 万元、５６０９
万元。发起人协商一致决定将经评估的无形资产中的商标和专有技术分别作价 １８１
万元和 ２８１９ 万元作为出资认购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已据以调帐。
鉴于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 １９９７ 年不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拟发行股票公司聘用审计机构等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复核报告，复核报告的复核意见如
下：
“上海科华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具有上海市国资办批准的 Ｂ 级资格、评估报告
已经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报告基准日选择恰当、该项目的评估方法、程序基
本符合当时国家有关资产评估法规、规定和操作规范。”
２、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了整体
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信
资评报字（２０００）第 ２０６ 号评估报告，并经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以沪评审［２０００］７５５

号文确认，评估值总资产为 ６０，６２６．５２ 万元、负债为 ２０，０５９．８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０，５６６．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１．９２％。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本次股票发行提供企业整体价值的参考依据，公司未根
据本次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帐处理。

（十一）验资报告
公司 １９９７ 年设立时，委托上海云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以下是验
资报告关于资金到位情况的内容：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我们的审验，截至 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止，上海交大昂
立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１３７２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资本总额为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其中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与上述变更后投入资本总额相关的资产总额为
２３２３３７２２３．５８ 元，负债总额为 ８２３３７２２３．５８ 元。”
鉴于上海云间会计师事务所 １９９７ 年不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拟发行股票公司聘用审计机构等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委托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复核报告，以下内容摘自复核报告
中的复核意见：
“我们对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和合
法性进行了复核。在复核过程中，我们按照《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ｌ 号— — 验资》
的要求，实施了必要的审验程序。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是提供真实、
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我们的责任是按照《独立审计实
务公告第 ｌ 号— — 验资》的要求，出具真实、合法的复核报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根据我们
的复核，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ＲＭＢ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股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
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２４，２０４，４６０．０７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７４，２０４，４６０．０７ 元。
其中货币资金人民币 １０４，３５４，６２０．０５ 元。”

（十二）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２０００ 年

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９８ 年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0.94

1.29

1.78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0.83

1.08

1.59

应收账款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6.28

6.07

5.39

存货周转率

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3.40

2.61

3.43

４．５７／

５．２４５／

７．２０５／

１１．３８

１１．９１

１５．５９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
总（净）资产的比例（％）

无形资产／总（净）资产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５５．４８

５４．２４

５０．１７

每股净资产

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１．２０

１．３２

１．１３

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研究发展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０．９１

０．４３

０．５３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期末股本总

０．１９２

额
发行前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元）

净利润／加权平均股本总额

0.3374

0.3981

0.3416

发行前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净利润／期末股本总额

0.3374

0.3981

0.3416

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

22.74

29.88

29.92

净利润／期末净资产总额

28.09

30.27

30.14

发行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发行前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本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计算的 2000 年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主营业务利润

186.35%

150.80%

2.24

2.24

营业利润

14.62%

11.83%

0.18

0.18

净利润

28.09%

22.74%

0.34

0.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00%

8.91%

0.13

0.13

（十三）公司管理层的财务分析
1、资产质量分析和短期偿债能力
１）应收账款管理

公司给客户的信用期间控制在 ３ 个月。
历史数据分析显示，公司货款回收情况良好。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货款回收比例
分别为 ８０．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４９％；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 ６６．７７、５９．３５、５７．２９
天，均短于最长信用期间，且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０ 年底的应收账款 ７，３６４．３５ 万元，
绝大部分是在信用期间内，截至目前已收回约 ９０％。公司的应收账款约有 ４６％集
中在财务实力较强和财务状况较好的 １０ 家大型超市，从付款记录分析，这些客户
的信誉都较好。可见，公司货款回收情况良好，客户信誉较好，收款风险较小。
公司目前帐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为 ８３ 万元，只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１．１３％，
按公司确定的坏帐计提比例已提取了 ５０％的坏帐准备，收款风险较小。
２）存货管理
公司一直秉着以销定产的原则，在率先引导和充分把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按
照公司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定的控制程序，根据公司年度营销大纲编制
年度生产大纲，再根据年度生产计划、市场需求、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半成品
库存及上月生产计划编制季度滚动计划（下月及后二个月生产计划），尔后根据季
度滚动计划、上月生产计划实施情况调整季度滚动计划中下月生产计划及后二个月
生产计划，使得公司库存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未出现过存货积压现象。
３）短期偿债能力
虽然公司前三年的流动比率略低，但速动比率与流动比率数值接近，表明公
司存货控制很好，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前三年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只有
10.70％、16.12％、12.04％）。如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绝大部分在信用期间内，
周转率逐年上升，回收比例一直处于 80％以上，客户信誉良好，说明作为影响速
动比率可信性重要因素的应收帐款的变现能力较强；公司前三年的现金持有量充
裕，分别为 9,966 万元、8,961 万元、11,012 万元。可见，公司变现能力较强。
公司从各银行获得的贷款授信额度为 20,000 万元，2000 年底的银行借款为
13,900 万元，表明公司可以随时增加现金以提高支付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2、股权结构、资产负债结构和和长期偿债能力

公司负债适度，前三年的资产负债率正常，低于行业水平，变化不大，可表明
公司基本财务结构稳定。前三年的已获利息倍数足够大，分别为 17.44、18.14、11.93；
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的比例远低于 1，分别为 0.47、0.03、0，说明公司有充足的能
力偿付利息。可见，公司长期偿债能力亦较强。

3、现金流量
公司前三年的现金持有量充裕，并保持稳定的余额，分别为 9,966 万元、8,961
万元、11,012 万元。公司前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合计 16,343 万元，能充
分满足支付现金股利和利息（前三年公司合计支付现金股利 5,010 万元、利息 1238
万元）的需要，并能支持公司前三年所进行的大规模固定资产和权益性投资的需要。
公司前三年投资活动支出合计 20,487 万元，显示公司正处于成长期。

4、盈利能力
公司在 1998 年、1999 年实现了高速增长，1998 年、1999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153.62%、39.70%，这部分归因于公司在 1998－1999 年间利用 1997 年股份公司成
立时所募集资金进行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和改造，使得公司固定资产规模从 1997
年底的 1,104 万元上升到 1999 年底的 10,098 万元，此外公司市场体系包括销售网
络、服务体系和品牌整体策划三方面的建设完善和保健食品市场的规范化亦是促进
公司销售收入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公司 2000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较 1999 年小幅下降 7.3%，其原因在于三个方
面：
一是公司为保持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形象活力，于 2000 年为昂立一号更换了新
包装。由于生产上对新工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造成昂立一号在一段时间
内生产能力有所下降，出现了脱销的状况，而该段时间正值销售高峰期的出现。此
外，市场对新包装亦需经过一定的适应期。这些因素对昂立一号的销售产生了较大
影响，而昂立一号在公司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对全年的总体销售产生了
一定影响。
二是公司为了尽快使昂立美之知等新产品尽快导入市场，培育今后新的利润增

长点，对 2000 年的销售策略进行了一定调整，在营销费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对产
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将以往主推昂立一号逐步变为多项产品并举，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引起昂立一号的销售有所下降。
三是公司为了今后长远发展的需要，针对目前保健品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新特点
以及公司即将大批推出的新产品，公司在 2000 年度分批分期对各地的营销人员进
行了集中培训，提高了人员素质，但在客观上对公司销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 2000 年度销售收入下降了 3,777 万元；加之公司为了适应需求不断扩大
但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格局，加大了产品更新换代的投入，主动调整了营销策略，
为昂立一号和昂立西洋参等产品更换了新包装和新规格，从而使 2000 年度的毛利
率有所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使 2000 年度主营业务利润、营业利润下降了 7,384
万元、2,262 万元，从而使净利润下降了 910 万元。
同时，根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全国连锁店畅销商品月度检测资
料”， 自 98 年 5 月以来，公司产品在保健滋补品市场的占有率和综合的排名中，
除了 3 个月外，月度销量一直位居全行业第一。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对 2000 年和 1999
年的年度比较情况分析，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公司 2000 年的市场份额比 1999
年度略有下降，但与第二名之间的份额差距优势却在扩大。1999 年，公司的市场
份额领先第二名 1 个百分点，而 2000 年公司的领先优势扩大到近 3 个百分点。
5、公司主要财务优势和困难
依据公司近三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情况，公司的主要财务优
势如下：
1）公司作为在国内保健食品市场居于领先地位的企业，通过几年的努力已在
消费者中树立起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加上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公司已经初步建成
了贴近市场、与消费者进行直接交流的经营架构。这为公司今后不断推出新产品、
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渠道。
2）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风险较小。公司流动资产的安全性较高，
应收帐款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且大部分都是信用期间内的款项；流动比率
与速动比率的差距不大，存货的周转情况良好。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已获利息倍数

显示公司的负债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与此同时，公司在财务方面也存在着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公司所追求的快速发
展目标与资金实力限制之间的矛盾。公司三年来的发展均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和适
度的负债，虽然基于目前的财务状况，公司可以保证今后相对稳定的增长，但要进
行大规模的科研投入、技术改造和向其他领域拓展，资金实力就成为重要的制约因
素。单纯依靠负债将使资产负债率超出正常水平，从而威胁公司的财务安全。因此，
公司决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实施股权融资，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公司成
为国际化大公司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十一章 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当年及未来两年的发展计划
１、发展战略
公司的长远目标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发展人类健康产业，提
高民众健康水平，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与价值”。在今后的发展中，公司一方面
将进一步丰富保健品系列，改进生产技术，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公司
将在未来以保健食品为核心逐步拓展中药现代化、生物医药等相关领域，实施多元
化产品战略。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公司将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形成国际化经营
的大格局，以有效提升自身的经营规模和市场规模，为壮大民族产业作出贡献。未
来的 ３－５ 年内，公司将形成“一主两翼”的产业格局，即以保健食品为主线，以相
关的中药现代化和生物医药为两翼，实施健康产业中的多元化经营。在 20 年内，
公司将力争形成 3 个单一产业 20 亿元的企业群。

２、整体经营目标及主营业务的经营目标
根据总体安排，公司在 2001 年的经营目标是实现销售收入 599,423 千元，比
上年增加 25.05％，其中昂立一号 311,964 千元、昂立多邦 183,741 千元、昂立西洋
参 42,735 千元、昂立美之知 24,248 千元、昂立明视 16,341 千元、昂立舒渴 10,394
千元。
今后两年内，公司将贯彻“一主两翼”的经营方针，一方面集中人力、物力和
财力发展保健食品系列。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已有主导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使昂立一
号的年产量达到 2400 万瓶，昂立多邦的年产量达到 5 亿粒以上，昂立舒渴的年产
量达到 1300 万瓶，昂立康尔润通的年产量达到 1.3 亿支以上。与此同时，为分散
经营风险，保持业绩的成长性，公司拟实施相关多元化产业战略，涉足中药现代化、
生物医药等相关领域，具体措施为：在 2001 年取得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的新
药证书，在 2 年内完成相关生产设施的建设；在 2 年内，完成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
设施的建设，形成年产 200 吨天然植物综合提取物和 80 吨天然植物精提取物的规
模。

同时，通过在 2 年内建立生物医药研究院，加强企业研发力量，在丰富保健食
品产品系列的基础上为向相关领域扩展奠定基础。

3、产品开发计划
在未来两年中，公司除计划完成已经在研的抗 HP 等六个产品外，还计划开发
一批涉及保健食品、生物医药方面的新产品，包括：
项目

目标

完成时间

调节血糖，预防糖尿病并发症

１年

一种治疗慢性胃炎的药物

慢性萎缩性胃炎；３ 类新药

２年

一种治疗脂肪肝的药物

预防、缓解脂肪肝症状

２年

缓解妇女更年期症状

２年

治疗前列腺肥大，３ 类新药

２年

保健食品

生物医药产品

舒渴片

一种改善妇女更年期症状
的药物
一种治疗前列腺的药物

4、人员扩充计划
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作重点之
一。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张，公司将致力于下述人员的扩充和培养：
１）营销人员：营销服务直接面对客户，是消费者了解公司及产品的窗口。为
了适应公司今后快速发展的要求，公司的销售队伍将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招聘
＋培训”的方式予以扩充。
２）科研人员：公司将采用多种方式扩充科研人员。大力引进学科带头人和专
家级高级人才，积极引进海外学者和其他留学人员，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为公司实
现国际化的长远目标打下基础；与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使公司科研
力量得到间接扩充；公司还将招聘并培养专业人才，储备人力资源。
３）复合型管理人员： 公司经营规模的急剧扩大需要有相应的管理人才。公司
将通过内部培训和轮岗，加速培养具有销售和生产经验并且懂技术的复合型管理人
才。公司还将吸收有管理经验的高层次专家加盟，形成公司的人才资源优势。

5、技术开发和创新计划
公司拟在 2 年内，通过引进细胞膜层析技术的方式建立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
传统的药物筛选方法，要先经过复杂的分离提纯步骤，获得多个单一组分，再用动
物模型对这些成份进行筛选。这种方法具有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细
胞膜层析技术使分离和筛选过程同步完成，是一种高通量的药物筛选方法。利用这
一新技术筛选新药，能够有的放矢，减少动物实验次数，加快筛选速度，大大降低
筛选成本和风险。

6、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
结合本次公开募集资金，公司拟在今后 1 年内在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方面
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扩大、新增销售网点，对已有销售公司中的 9 家增加投入，并
在全国范围内新设 15 家销售公司，使销售公司的数量达到 27 个，全面扩大销售网
络的覆盖面和运营能力。二是分阶段推广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对销售网
络进行整合，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三是在全国各地的超市、连锁店及其他零售商业
网点中建立本公司产品的绿色通道，通过专柜、标牌、人员促销等方式让消费者更
全面地了解产品的原理和功能。

7、再融资计划
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外，本公司还将根据经营需要和投资计划，通过申请银行
贷款和自身积累等方式筹措资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此次募股资金的投资计划安排
资金的投入，并在公司上市后依据资金需求情况适时地进行申请配股或增发工作。

８、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
本着在短期内迅速增强实力、实现企业超常规发展的宗旨，公司将在适当的时
间在国内寻找一些适宜的对象实施收购。并购对象的行业包括保健食品、生物医药
等，并购对象的标准是企业必须拥有行业内独特的技术、人才、设备工艺等特点。
并购对象的性质将考虑国有、民营等各种所有制性质。

9、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划
为了适应公司成为公众公司的新形势，同时也为了更好地适应保健食品市场瞬
息万变的情况，公司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一是加强证
券事务和信息披露部门的力量，协助董事会秘书收集公司内部的信息，并策划公司
的对外投资计划。二是在目前品牌经理制的基础上成立专业产品的营销公司，将一
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产品的销售工作交由专业公司完成，给予
这些公司在销售定价、销售政策和营销手段方面更大的自主权，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10、国际化经营的规划
今后 2 年内，公司将通过一系列努力为以后国际化经营的大格局奠定基础。保
健食品方面，公司将积极在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地区寻找合适的经销代理商，策划
国际性的销售网络构架。天然植物药方面，公司将以美国 FDA 和 GMP 标准进行
生产厂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上述两项证书的申请，公司将可获得进入要求严格的欧
美市场的通行证。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在 5 年内在国外初步建立起科研机构以及生
产、销售公司，为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奠定基础；在 10 年内形成国际化经营的大格
局。

（二）拟定上述计划依据的条件和面临的主要困难
１、依据条件
公司拟定上述计划的主要依据在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宏观经济环境持续、
稳定、健康的发展。保健食品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一点是依赖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而这又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因此宏观环境是公司发展的重要
的外部因素。二是此次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和募股资金的及时到位。公司上述 ２ 年
内的发展规划，包括生产、科研、销售等各方面都有赖于大量资金的投入，单纯依
靠公司目前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上述目标的。

２、面临的主要困难
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两方面，而这些问题也是国

内大部分企业所共同面临的：一是人才方面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人才的数量和结
构方面。虽然公司已在前期针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了一些骨干的引进工作，但人才的
数量还不能满足今后的需求，同时，国内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还属于稀缺资源，
总体水平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二是机制方面的问题，国外企业，特别是上市公
司可以通过期权、期股等机制对管理层和员工实施奖励，从而调动企业整体的积极
性，而国内由于相关法规方面的问题，企业在这方面尝试的步伐都迈得不大。

（三）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经营理念
公司一直以来本着“团结、求实、开拓、创新”的精神，遵循“为健康每一天”
的质量方针，强调在业务经营中“坚持质量把关、严格管理制度、加快产品开发、
加强员工培训、竭诚服务用户”。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遵循上述经营理念，加
快自身在健康产业中的快速发展，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同行业中的佼佼者。

（四）发展规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的发展规划贯彻的是“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即以目前的保健食品行业
为主，向健康产业中的生物医药和天然植物提取方向拓展。从产业的关联度分析，
食品、保健食品以及药品是健康产业中联系密切的三个领域。从对技术的要求看，
保健食品研发、生产的技术难度介于食品和药品之间。同时，天然植物提取对公司
目前保健食品的研究、生产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天然植物提取物是保健食品的重
要原料。本公司新建的天然植物提取项目所生产的产品将有助于公司的保健食品向
国际第三代水平迈进。

（五）本次募股资金运用对实现上述目标的作用
本公司发展规划中已有产品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业务领域的拓展、市
场开发与营销网络的建设、产品研究、技术开发及创新等方面均已被列入本次募股
资金的投资项目中。通过此次公开募股，公司将在短期内实现经营规模和领域的快
速扩张，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完成公司的发展规划奠定资金方面的
基础。

第十二章 募股资金的运用
如本次发行成功，公司将向社会公开发行 5000 万股 A 股，预计发行价格为 13.7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 66,525 万元。
（一）募股资金投资项目简介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将在进一步提高国内保健食品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大力拓展中药现代化、生物医药等相关领域。在未来的 ３－５ 年内，公司将形成“一
主两翼”的产业格局，即以保健食品为主线，以相关的中药现代化和生物医药为两
翼，实施健康产业中的多元化产品战略。为此，经公司 ２０００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公司拟将所募股资金用于以下五类 １４ 个项目，包括：１、现有保健品生产的
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２、中药现代化领域内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３、生物
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４、为公司增强技术和产品开发实力而
进行的生物医药研究院建设项目；５、为拓展公司产品销售而进行的营销网络建设、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ＣＲＭ）等的建设项目。
１、现有保健品生产的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
１）昂立一号口服液技改项目
昂立一号口服液是公司将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自由基医学理论、现代微生态
医学理论相结合研制出的新一代液体活性乳酸杆菌制剂，它是利用对人体健康具有
多种独特功效的昂立一号菌株经现代生物技术转化而成的。经国家卫生部认定，昂
立一号口服液具有抗突变、改善肠道菌群失调、抗氧化、调节血脂的功能，适宜用
于各年龄段人群。该产品被列入国家级新产品，其研制水平及功效已达国际先进水
平。
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５４９５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９５ 万元，包括用汇 ２４７
万美元从瑞士进口三合一全自动包装机、从台湾进口全自动包装流水线、从英国进
口大字喷码机等设备，铺底流动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增产昂立一
号口服液 １２００ 万瓶。年新增销售收入 ３００００ 万元，新增利税 ４２３６ 万元，财务内部
收益率 ３０％，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１．５ 年）３．７３ 年。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技（２０００）７７０ 号文批准立项。

２）昂立多邦胶囊技改项目
昂立多邦胶囊是在昂立一号口服液的基础上，将昂立一号活性乳酸杆菌冷冻
干燥后与维生素类及微量元素复配制成复方胶囊，并采用微囊包埋技术，将活菌与
复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有效分隔，从而提高了冻干活菌解冻后的存活率，提高了
产品的稳定性，改善了口感。经国家卫生部认定，昂立多邦胶囊具有抗疲劳、对化
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功能，适宜于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
伤者、高血脂人群。１９９８ 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其研制水平及功效已达国际
先进水平。
本项目总投资 ４９９５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９９５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及安
装离心机、冻干机、微囊制备设备、全自动胶囊充填机等生产设备，铺底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项目达产后年增产昂立多邦胶囊 ３ 亿粒，新增销售收入 ２４０００ 万元，
新增利税 ２６０５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２３％，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１ 年）为 ３．３３
年。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技（２０００）７７３ 号文批准立项。

３）昂立舒渴口服液技改项目
昂立舒渴口服液是根据糖尿病现代发病机理和传统的祖国医学理论，参考中
医临床验方研制而成的以北沙参、山楂、山药、芦根、生地、菊花、枸杞子、乌梅
等药食两用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中药保健制剂。在口感上，昂立舒渴口服液改
变了原有中药口味不佳的缺陷。经国家卫生部认定，该产品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
适用于Ⅱ型糖尿病患者、糖耐量异常者。
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４１９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９１ 万元，包括用汇 ２７１
万美元进口中药动态连续提取设备、星达超滤设备、洗瓶、罐装、轧盖联动生产线、
全自动包装流水线和大字喷码机等设备，铺底流动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项目达产后将
每年增产 ３００ｍｌ 昂立舒渴口服液 １２００ 万瓶，新增销售收入 １４４００ 万元，新增利税
２６４６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３１％，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１．５ 年）３．８５ 年。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技（２０００）７７４ 号文批准立项。

４）昂立康尔润通糖浆技改项目
昂立康尔润通糖浆是由从大量低聚糖中筛选获得的具有双向调节功能的复合
低聚糖与多糖类物质复配而成的，其所含的低聚糖均是目前国际国内市场上具有良
好发展前景的低聚糖。经国家卫生部审定，该产品具有免疫调节、改善胃肠道功能
（润肠通便）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便秘者。
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３９８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８０ 万元，主要用于购
置及安装配料生产流水线、全自动包装流水线等生产设备，铺底流动资金 １０００ 万
元。项目达产后将年增产昂立康尔润通糖浆 １．２ 亿支。新增销售收入 １２０００ 万元，
新增利税 ２２４１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３５％，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１ 年）３．６２ 年。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技（２０００）７７２ 号文批准立项。

５）松江厂厂区公用配套设施改造项目
公司长期以来从事保健食品的生产，多年的发展已使其跻身于国内保健品生
产企业的前列，但由于企业一直靠自身滚动发展，产品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不相匹
配，为此，公司决定在近期进行昂立一号口服液技术改造等一系列项目的开发建设。
但是，目前上海市松江工业开发区公司生产厂区内的公用配套设施已基本饱和。作
为昂立一号口服液技术改造等一系列项目的配套，本项目将根据松江生产厂区现有
的公用设施情况，新增部分库房、设备和水电用量等公用配套设施，以满足这些项
目的使用需要。
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２７６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３６０ 万元，用于新建 ５００
平方米原料库房、３０００ 平方米半成品仓库和 ５０００ 平方米的成品仓库，并新增运输
车辆 ２０ 辆、半成品货架 ８６ 套、一台蒸发量为 ４．７ 吨／小时的油锅炉、３００ 平方米
动力房及洁净厂房空气净化调节系统装置等设备设施，其他费用 １５０ 万元，预备费
用 ２５１ 万元，本项目本身不直接产生效益，其效益主要是间接体现在上述四个项目
的效益中。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技（２０００）７７１ 号文批准立项。

２、中药现代化领域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
公司拟利用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并视情况联合其
他投资者共同投资建设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法定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新仓 １８ 号，创建于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国家级研究中药的专门机构，１９８３ 年起被
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传统医学合作中心。该研究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将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拟注册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国家生物医药基地，拟注册资本 ２ 亿元，其中公
司以募股资金投入 １４０００ 万元，占拟设公司注册资本的 ７０％，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
研究所以其拥有的专有技术按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作为出资，该等出资占拟设公司
注册资本的 ２０％。
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将专门从事天然植物的综合提取和精制。产品除部
分综合提取物自用外全部出口。该生产基地一期计划总投资 １２３２８ 万元，包括以下
三个子项目：

６）天然植物综合提取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４４０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０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１５００ 万元。本项目将利用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公用配套设施项目新建的厂
房和设施，引进整套药材提取流水线和相关设备，建设一条综合提取流水线。项目
达产后年生产能力 ２００ 吨。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１００００ 万元，新增利税 ２３６５ 万元，
财务内部收益率 ２５％，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２ 年）４．８ 年。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浦经贸项字（２０００）第 １５０ 号文批准
立项。

７）精制多糖、黄酮、皂甙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４９８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８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２０００ 万元。本项目将利用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公用配套设施项目新建的厂

房和设施，引进多糖类化合物精制系统、黄酮类化合物精制系统、皂甙类化合物精
制系统，建设多糖、黄酮、皂甙三条精提取物流水线。项目达产后年生产能力为 ８０
吨精提取物。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１５０００ 万元，新增利税 ４５６３ 万元，财务内部收
益率 ４０％，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２ 年）３．７ 年。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浦经贸项字（２０００）第 １５１ 号文批准
立项。

８）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公用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本项目是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的配套项目，旨在为生产基地提供厂房、
仓库等公用工程以及配套水、电、汽。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２９４８ 万元，其中土建费
用 １０００ 万元，配套设施费用 １５００ 万元，其他费用 １８０ 万元，预备费用 ２６８ 万元。
本项目本身不直接产生效益，其效益主要是间接体现在上述两个项目的效益中。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浦经贸项字（２０００）第 １５２ 号文批准
立项。
上述投资仅包括子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铺底流动资金。拟设公司成立后，对
流动资金需求量较大。公司对拟设公司的 １４０００ 万元出资在完成上述项目投资后的
余额（１６７２ 万元）将全部用来补充该公司的流动资金。

３、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
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的生物制品，对肿瘤细胞
具有特异性杀伤和抑制作用。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技术已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专利证书编号：ＺＬ９５１１３３１１．Ｘ），专利权人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
大学。
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生物科技领域重大项
目，进入“九五”国家科技攻关医药生物关键技术项目重中之重专题，列国家生物
医药“１０３５”工程，进入 １８ 个国家一类新药名单。已申报生物制品第一类“注射
用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衍生物”，目前即将完成 ＩＩＩ 期临床，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军医大学科研部对其 ＩＩ－ＩＩＩ 期临床进展情况出具的意见：目前完成全疗程的

病例数为 １６４ 人，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出一定疗效。未发现 ＩＩＩ 级及 ＩＩＩ 级以上毒副
反应。预计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底完成所有病例的全部临床试验，２００１ 年底取得国家一类
新药证书。
本项目包括下述两个子项目：
９）购买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使用权
根据公司收购的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签署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之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许可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使用其拥
有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供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或其
确定的其他方进行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α衍生物 ３ａ 新生物制品的临床研究、生产
及为上述目的申报新药、获得新药保护以及转让新药技术；许可期限为 １５ 年，自
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但不应超过该专利权的有限期间；技术使用许可费为 ３５００
万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采取招标方式，上述价格系公司中标价格），
合同签署之日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在获得具有申请新药证书副本权利的新药证书正本
后 １５ 日支付 １５００ 万元，在取得新药试生产批文后 １５ 日支付 ５００ 万元，在取得正
式生产批文后 １５ 日支付 ５００ 万元。
公司已按照上述协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支付了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
拟利用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其余的 ２５００ 万元使用费。
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系中国微生物学会干扰素专业委员会下属的企业法
人，注册资金 ２０ 万元，住所在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８００ 号，经营范围是在生物工
程、生物制剂产品、医疗保健品专业技术领域“四技”服务与主营有关的开发产品。
公司与中国微生物学会专业委员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上海
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收购协议》，由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向该专业委员会收购其拥有
的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的全部权益。公司已支付了全部收购款，并办理了整体
产权转让手续。

１０）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生产用房建设项目
为了使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尽快实施，公司决定在取得重组人新型

肿瘤坏死因子新药证书以前首先完成该项目生产用房的建设。新建厂址选在浦东张
江高科技园区国家生物医药基地。本项目建筑总面积 １４５００ 平方米，其中建造粉针
剂车间、中心研究实验室和质控中心 ７０００ 平方米；建造辅助设施用房、公共设施
用房、库房、道路 ７５００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４１９１ 万元，其中土建费用 ２００５ 万元，
设备费用 １４５５ 万元，其他费用 ３５０ 万元，预备费用 ３８１ 万元。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浦经贸项字（２０００）第 １４９ 号文批准
立项。

４、生物医药研究院项目
１１）组建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医药研究院
公司拟在现有的昂立生物医药研究所的基础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
技园区国家生物医药基地组建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医药研究院。本项目总投资 ８０００
万元，其中微生态药物及保健品研究中心 １２００ 万元，天然药物及保健品研究中心
２８００ 万元，分析测试中心 １５００ 万元，中试中心 １５００ 万元，研究院用房 １０００ 万元。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浦经贸项字（２０００）第 １４８ 号文批准
立项。
该项目的实施将强化公司的科研开发实力，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使公司的
产品高起点、多元化、系列化，以满足公司的后续发展要求。
５、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公司拟利用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１２７３６ 万元强化营销网络和市场信息管理。
本项目包括以下三个子项目：
１２）加强以销售公司为主干的销售服务网络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４４９９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９８９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５１０
万元。主要用于对已有的销售公司扩大投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全国其他
１５ 个大、中城市新设销售公司，全面实施公司的覆盖式营销策略，全方位管理公
司的销售渠道。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松经工（２０００）第 １４０ 号文批准立项。

１３）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ＣＲＭ）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３７３９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３９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本项目主要投资于上海总部和北京的客户服务中心、中心机房的建设，软、
硬件的购置以及各种软件的开发和购置，同时各销售子公司、分公司及相关部门客
户服务接入设备的购置也计入本项目的投资预算。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松经工（２０００）第 １３９ 号文批准立项。

１４）在全国的商业网络中建立本公司产品的绿色通道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４４９８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９９８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在全国各地的大型超市、连锁店及其他商业网络中设立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是旨在使公司的产品更贴近消费者的商业行为。通常是在商业销售场所
的醒目位置，以专柜或其他形式来展销产品，并辅之以立牌或台牌、产品介绍单、
灯箱等促销工具来展示企业形象和宣传产品；同时在部分销售场所派驻具有丰富的
昂立产品知识和营销经验的产品促销员进行促销宣传，让消费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产
品的保健原理和功能，使营销活动更适应高科技产品的推销。
本项目已经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松经工（２０００）第 １３８ 号文批准立项。
上述三个项目主要是从建设销售网络、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提高促销水平三
个方面来加强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市场信息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公司的综合营销
能力。

本次募股资金投向的轻重缓急以上述项目顺序为准。由于项目的投入和建设需
要一段时间，项目资金在某些时候将会出现闲置情况。对此，公司在该种情况下拟
将闲置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进行安全、稳健的短期投资。

（二）募股资金年度投资计划和效益预测
项 目 名 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年度投资计划（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１、现有保健品生产的技术改造和扩建项目

21422

（1）昂立一号技改

5495

2695

2800

-

（2）昂立多邦技改

4995

2695

2300

-

（3）昂立舒渴技改

4191

2692

1499

-

（4）昂立康尔润通技改

3980

2682

1298

-

（5）松江厂厂区公用配套设施改造

2761

2761

-

-

2、中药现代化领域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项目

14000

（6）天然植物综合提取建设

4400

2000

900

1500

（7）精制多糖、黄酮、皂甙建设

4980

1980

1000

2000

（8）提取物生产基地公用配套设施建设

2948

2948

-

-

1672

1672

补充流动资金
3、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项目

6691

（9）购买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使用权

2500

-

2500

-

（１０）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生产用房建设

4191

4191

-

-

４、生物医药研究院项目

8000

（１１）组建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医药研究院

8000

3700

4300

-

５、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2736

（12）加强以销售公司为主干的销售服务网络

4499

4499

-

-

（13）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

3739

3739

-

-

（14）在全国的商业网络中建立绿色通道

4498

4498

-

-

62849

42752

16597

3500

合

计

（三）关于本次募股资金运用的说明
1、募股资金运用对主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股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净资产预计将从 18,016 万元上升到 91,102 万
元左右，资产负债率将从 59.68%下降到 22.69%左右，这将使本公司的偿债能力得
到大幅度的提高，增强本公司的后续融资能力。但由于资产负债率偏低，在短期内
不能很好地利用财务杠杆效应。
预计本公司 2001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7.20%左右，符合现行上市公司新股发
行条件。

２、募股资金运用中的外汇问题
本次募股资金投向中昂立一号技术改造项目和昂立舒渴技术改造项目中进口设
备共需用汇 ５１８ 万美元。鉴于公司目前没有外汇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 １９９６
年颁布并实施的《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属于贸易及非贸易经营性对外支
付用汇，持与支付方式相应的有效商业单据和有效凭证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者到
外汇指定银行兑付，募股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根据上述规定持项目批文向上海市人
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上海市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提出申请用汇，经批准后持有关的
商业单据和有效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

３、募股资金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章（一）“向相关领域拓展的风险”及第十一章（四）
“发
展规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第十三章 发行定价及股利分配政策

（一）发行定价
１、本公司在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时综合考虑了下列因素：
１）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２）保健食品行业发展的历程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３）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
４）公司的发展前景
５）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和在股票二级市场的表现

２、本次发行股票估值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１）二级市场可比上市公司定价法
２）价格－收益比率模型定价法
３）现金流折现法

３、本次发行的定价过程采用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法。根据《证券法》第 ２８
条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２０００）１３１ 号文精神，按照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二
级市场同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及对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
商一致，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此次发行的价格。

４、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３．７７ 元／股。发行后，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全面摊薄数
据为：
发行市盈率：

41.98 倍

每股收益：

0.328 元

净资产收益率：

7.20％

（二）股利分配政策

１、历年及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现行章程，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１）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２）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
３）提取法定公益金，按税后利润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提取；
４）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得在弥
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股东大会决议将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但法定公
积金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少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根据公司章程（修订稿），公司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仍然延用上述政策。

2、最近三年历次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元
指标
年度

股利

年 末 股 本

每 股 股 利

１９９８ 年度

２６，８５６，０２１．５４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

１９９９ 年度

３２，３９６，５５４．７２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６

２０００ 年度

６７，７７２，２５４．０４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２

根据 1999 年 2 月 8 日《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1998 年年会）
纪要》，同意按 1998 年度实现税后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税后利润的 5
％提取法定公益金，分配股利 26,856,021.54 元。
根据 2000 年 1 月 29 日《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1999 年年会）

纪要》，同意按 1999 年度实现税后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税后利润的 5
％提取法定公益金，分配股利 32,396,554.72 元。
根据 2001 年 2 月 24 日《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同意按税后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按 5％提取法定公益金；本年度余
下未分配利润和以前年度结余的未分配利润，全部以现金方式对股东进行股利分
配。
公司前三年的实际股利分配情况符合有关规定。

３、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或损失的分配或负担政策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自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所产生的利润
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本次股票发行后第一个盈利年度即 ２００１ 年度公司拟派发股利一次，时间预计
为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后（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两个月内。

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制度及为投资者服务的详细计划
为了确保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而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公司为此制定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息披露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各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其它关于信息披露法规制度的规定。公司将以规定为指导，
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其简要内容如下：
公司信息披露的负责部门为董事会秘书。现为张潘宏女士，电话号码为 021－
62810808 转 111 分机。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网站为www.sse.com.cn 。
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公共传媒上披露信息，但不得先于指定报纸和指定网站，
不得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公司的正式公告。
除公共传媒外，公司将在公司网站www.onlly.com.cn上发布应当披露的信息，
投资者可通过上网查询，亦可通过 E-mail：stock@mail.onlly.com.cn与公司联系。
每月 10 日和 25 日（逢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为投资者接待来访日，
公司亦将不定期邀请投资者访问公司。
公司投资者可享受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会员的各种产品优惠，参加公司为会
员客户举办的各种活动。

（二）重要合同
根据公司律师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公司重要合同如下：
“１、股份公司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 日签订的《关
于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中药提取物生产基地的意向书》，该意向书约定股份
公司将在本次募股资金到位后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共同投资组建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建设中药提取物生产基地。为组建上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尚需与中国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签订正式的《合营合同》和《公司章程》。
２、股份公司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签订《国
有土地转让意向书》，该意向书约定股份公司将在本次募股资金到位后向上海市张
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受让位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总面积为 １００ 亩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使用期限为 ５０ 年。双方尚需签订正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３、股份公司收购的上海凡隆生物工程研究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签订《关于重组人新型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技术之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该合同约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将其拥有的重组人新型
肿瘤坏死因子及其制法专利许可予股份公司进行临床研究、生产及申报新药、获得
新药保护及转让新药技术。
４、股份公司与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签订的《承销协
议》，根据该协议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担任股份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
商。”

（三）发行人及其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公司律师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指出，股份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茸北
工贸实业总公司、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和上海茸
茸实业公司等持有股份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股份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或该等股东自身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四）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及受到刑事诉讼的情况
公司律师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指出，股份
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无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第十五章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申明
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许晓鸣

杨国平

费正杰

兰先德

盛焕烨

李慧秋

叶文良

高锋

樊建明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二 OO 一年四月三十日

公司股票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倪新贤

投资银行总部负责人：张则华

项目负责人：钟茂军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
二 OO 一年四月三十日

公司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事务所负责人：刘大力

经办律师：韩炯、刘大力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公章）
二 OO 一年四月三十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会计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已
经本所审计，盈利预测已经本所审核，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事务所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戴定毅、王惠忠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章）
二 OO 一年四月三十日

资产评估机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数据已经本
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评估机构负责人：张美灵

经办资产评估师：徐咏梅、谢岭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章）
二 OO 一年四月三十日

资产评估机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数据已经本
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评估机构负责人：芮钧如

经办资产评估师：陈旭华

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章）
二 OO 一年四月十一日

第十六章 附录和备查文件

附录：
１、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全文
２、发行人编制的盈利预测报告及注册会计师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备查文件：
１、公司整套发行申请文件
２、重要合同
3、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各种备查文件将陈放在公司和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投资者在公司股票发
行的承销期内可到下述地点查阅：

1、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地 址：

上海市虹桥路 811 号

电

话：

（021）62810808-334

人：

张潘宏 郭克辉

联

系

２、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地 址：

上海市巨鹿路 756 号

电

话：

（021）62568800－2086

人：

吴浩 张坚 周良

联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