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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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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
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99,678,456 股
2、发行价格：31.1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099,999,981.6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3,071,420,303.14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99,678,456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8 月 24 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张仁华认
购的新增 9,967,846 股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 89,710,610 股股份的限售
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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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6 年 8 月 24 日（即上市日）
不除权，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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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股
份公司/瑞康医药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
次发行
定价基准日
报告期
公司章程
董事会
监事会
股东大会
证监会
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

指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面值为 1.00 元，合计
不超过 125,202,982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的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与 2016 年 1-3 月
现行《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天圆全

指

发行人律师
《公司法》
《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交易日

指

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天圆全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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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2015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2015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 1 月 30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2016 年 5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05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125,202,982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8 月 5 日出具
的川华信验（2016）6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4 日止，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
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3,099,999,981.60 元。之后，国金证券在扣除保荐费、承销费后
将募集资金余额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出具了天圆全验字[2016]000030 号《验资报告》，截
至 2016 年 8 月 5 日止，公司通过向实际控制人张仁华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99,678,456.00 股，募
集资金人民币 3,099,999,981.6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8,579,678.46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71,420,303.14 元，其中新增股本 99,678,456.00 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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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本公积 2,971,741,847.14 元。
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
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8 月 24 日，自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经公司申请，张仁华认购的 9,967,846 股股份 36 个月
后可以上市流通，其他投资者认购的 89,710,610 股股份 12 个月后可以上市流通。根
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6 年 8 月 24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
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种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9,678,456 股，全部
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24.76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2 月 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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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54,543,4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43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23,845,369.98 元（含税）。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实施完毕。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底价调整为 24.72 元/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原则确定。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
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 31.10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24.72 元/股的 125.81%，相当于本
次询价日（2016 年 7 月 29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32.82 元/股的 94.76%。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099,999,981.6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
括 承 销 费 用 、 保 荐 费 用 、 律 师 费 用 等 ） 28,579,678.46 元 后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3,071,420,303.14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
理，专款专用。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原
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1.10 元/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
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3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购价
申购金额（元）
格（元）
32.70

310,000,000.00

32.40

321,000,000.00

26.80

331,000,000.00

32.50

331,000,000.00

31.74

428,000,000.00

29.12

501,000,000.00

32.40

326,000,000.00

31.71

431,000,000.00
9

发行价
获配金额（元）
格（元）

获配股数
（股）

309,999,979.50

9,967,845

320,999,987.30

10,321,543

427,999,972.70

13,762,057

430,999,972.00

13,858,520

31.1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83

521,000,000.00

31.71

317,000,000.00

30.04

860,000,000.00

28.28

1,002,000,000.00

316,999,998.60

10,192,926

6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31.68

310,000,000.00

309,999,979.50

9,967,845

7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50

310,000,000.00

309,999,979.50

9,967,845

8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1.10

600,000,000.00

363,000,101.90

11,672,029

9

张仁华

-

-

310,000,010.60

9,967,846

3,099,999,981.60

99,678,456

合计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仁华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除
张仁华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以及
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自然人等不超过 9 名的特定对象。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张仁华承诺其认购本
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其他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967,845

12 个月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321,543

12 个月

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762,057

12 个月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858,520

12 个月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92,926

12 个月

6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67,845

12 个月

7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67,845

12 个月

8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672,029

12 个月

9,967,846

36 个月

99,678,456

——

9

获配数量（股）

张仁华
合 计

10

限售期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注册资本：420,224.95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大沽路 288 号 6 幢 538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762.2978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世纪大道 8 号二期 31-32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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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1,211,690.8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
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沿江一号 MALL 写字楼 B 座 11F、12F
注册资本：428,277.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皓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意外；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7、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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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注册资本：467,446.3539 万元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业务；公开募集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9 日）。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8、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 401-05 室
注册资本：30,00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桑自国
经营范围：对私募股权基金、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能源、信
息传输业的投资与投资管理；投资顾问、项目策划、财务重组的咨询服务；受托资
产经营管理；贷款、担保的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9、张仁华
姓

名：张仁华

住

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认购数量：9,967,846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中，张仁华为发行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仁华与其配偶韩旭夫妇为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张仁华的基本情况为：身份证号为 3706021966********，中
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现住址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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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张仁华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外，参与本次发行的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除张仁华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外，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地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最近一年内，张仁华无偿为公司部分银行借款提供了担保；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
重大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
来交易安排。
（五）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99,678,456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8 月 24 日。根据
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6 年 8 月 24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张仁华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8月
24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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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余波、朱铭
项目协办人：雷浩
经办人员：耿旭东、余斌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投资银行部
联系电话：021-68826021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贺秋平、于进进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联系电话：010-57763631
传

真：010-57763777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刘志新
经办人员：周瑕、杜宪超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方圆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3914188
传

真：010-8391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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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03)

147,902,408

26.67%

2

韩旭

境内自然人(03)

85,626,912

15.44%

3

TB NATURE LIMITED

境外法人(04)

47,148,656

8.50%

4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29,688,272

5.35%

5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4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29,688,272

5.35%

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10,342,910

1.87%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10,310,716

1.86%

8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程义全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9,896,090

1.78%

9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9,896,090

1.78%

1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7,688,305

1.39%

388,188,631

69.99%

——

合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03)

157,870,254

24.13%

2

韩旭

境内自然人(03)

85,626,912

13.09%

3

TB NATURE LIMITED

境外法人(04)

47,148,656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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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4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29,688,272

4.54%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29,688,272

4.54%

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5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4 号资
产管理计划

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12,593,714

1.92%

7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01）

11,672,029

1.78%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10,310,716

1.58%

基金、理财产品等(06)

10,025,145

1.53%

境内非国有法人（02）

9,967,845

1.52%

404,591,815

61.8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8

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9
红－个险分红
1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合计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除张仁华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147,902,408 股增加至 157,870,254 股外，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99,678,456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16 年 7 月 29 日）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4,322,914

45.86%

354,001,370.00

54.11%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0,220,574

54.14%

300,220,574.00

45.89%

合计

554,543,488

100.00%

654,221,94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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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
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偿债能力及融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099,999,981.6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
括 承 销 费 用 、 保 荐 费 用 、 律 师 费 用 等 ） 28,579,678.46 元 后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3,071,420,303.14 元，全部用于医疗器械全国销售网络建设项目与医院供应链延伸服
务项目。
本次发行有助于公司业务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
实施医疗器械全国销售网络建设项目实现医疗器械业务向全国拓展，进一步做大做
强医疗器械业务，促进公司业绩快速增长；通过实施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加
强、巩固与规模以上医院的持续稳定合作关系，提升客户粘性，不仅实现规模以上
医院市场份额的的显著提升，更进一步实现战略转型——即由传统单一的配送商逐
步转向综合性医疗机构服务商。借助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主营业务竞争力
将获得全面、系统、显著的提升，公司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并更好的满足市场需
求。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
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另外，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仁华通过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公司提供长
期资本，体现了控股股东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态度，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
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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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为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已在《公司章程》等制度中对关联交易所应履行的程
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七）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99,678,456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2016 年 1-3 月
发行前

发行后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5.99

9.77

5.76

9.58

基本每股收益

0.15

0.13

0.43

0.36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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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圆全审字
[2014]00080571 号、天圆全审字[2015]000814 号、天圆全审字[2016] 000780 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6 年 1-3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末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2013 年度/末

总资产

10,285,888,670.23

8,861,693,786.56

5,678,331,771.15

4,454,233,212.00

总负债

6,553,387,059.85

5,457,340,633.87

3,853,030,733.11

2,804,244,825.84

409,759,074.86

209,950,115.54

27,410,706.03

18,300,070.18

所有者权益

3,732,501,610.38

3,404,353,152.69

1,825,301,038.04

1,649,988,386.16

营业总收入

3,242,744,216.14

9,749,957,915.32

7,785,907,077.03

5,925,841,691.21

121,875,644.03

318,456,259.72

241,759,235.48

193,502,247.36

93,759,433.54

243,133,746.35

181,761,174.42

144,241,967.44

经营活动 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94,626,303.07

-466,261,669.04

-163,621,029.09

-274,459,109.88

投资活动 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716,465.76

-400,314,604.38

-201,853,339.31

-170,877,080.77

筹资活动 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8,123,784.10

1,345,523,821.57

277,458,858.51

747,936,755.45

现金及现 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96,218,984.73

478,947,548.15

-88,015,509.89

302,600,564.80

少数股东权益

利润总额
净利润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 年 1-3 月/末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2013 年度/末

流动比率

1.32

1.37

1.31

1.42

速动比率

1.16

1.18

1.13

1.24

61.09%

59.02%

65.28%

60.61%

应收账款周转率

0.62

2.54

2.77

2.82

存货周转率

2.73

10.00

11.57

12.0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元）

-1.43

-0.84

-0.75

-2.5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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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89

0.86

-0.40

2.78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其占总资产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6 年 3 月末

项目

金额

2015 年末

比例

金额

2014 年末

比例

金额

2013 年末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864,580.50

84.06%

745,248.38

84.10%

504,885.76

88.91%

399,043.05

89.59%

非流动资产

164,008.37

15.94%

140,920.99

15.90%

62,947.42

11.09%

46,380.27

10.41%

886,169.38 100.00%

567,833.18

100.00%

445,423.32

100.00%

资产总计

1,028,588.87 100.00%

通过对资产结构分析可见，发行人资产以非流动资产为主，报告期各期末，流
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9.59%、88.91%、84.10%与 84.06%。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构成及其占负债总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6 年 3 月末

项目
流动负债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655,338.71

100.00%

545,734.06

100.00%

385,303.07

100.00%

280,424.48

100.00%

-

-

-

-

-

-

-

-

655,338.71

100.00%

655,339.71

100.00%

385,303.07

100.00%

280,424.48

100.00%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2015 年末

通过对负债结构分析可见，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均为流动负债。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6 年 3 月末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61.09%

59.02%

65.28%

60.61%

流动比率（倍）

1.32

1.37

1.31

1.42

速动比率（倍）

1.16

1.18

1.13

1.24

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16,331.56

45,333.56

34,492.72

27,440.86

6.22

4.61

4.11

3.82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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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税前利润+利息支出+折旧支出+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
5、利息保障倍数＝（税前利润+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2013-2015 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公司利润总额复合增长率达到 28.29%，
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为稳定，利息保障倍数总体保持微幅增长趋势。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匹配，资产流动性较高，具有较强的偿
债能力。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资产周转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2

2.54

2.77

2.82

存货周转率（次）

2.73

10.00

11.57

12.05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基本保持稳定。2013 年至 2015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由 2.82 次下降为 2.54 次，存货周转率由 12.05 下降为 10.00，
出现微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基本药物客户、医疗器械客户和原有药品客户的销
售额增长导致的应收账款增加。存货周转率由 12.05 下降为 10.00，主要原因为：1、
公司销售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品规不断增加，药品库存金额相应提高；2、为了保
障供货效率，公司提高了安全库存水平。

三、现金流量分析
发行人报告期现金流量及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462.63

-46,626.17

-16,362.10

-27,445.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71.65

-40,031.46

-20,185.33

-17,087.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12.38

134,552.38

27,745.89

74,793.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621.90

47,894.75

-8,801.55

30,260.06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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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 年 1-3 月，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7,445.91 万
元、-16,362.10 万元、-46,626.17 万元与-79,462.63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分别为 592,366.20 万元、778,590.71
万元、974,995.79 万元与 324,274.42 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8.20%、31.39%、
25.23%与 47.66%。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新客户的不断增多，使得公司应
收账款占用资金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
2013-2016 年 1-3 月，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7,087.71 万
元、-20,185.33 万元、-40,031.46 万元和-6,971.65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的
现金流量大额为负，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建设支付的工程款以
及实施并购战略收购子公司股权支付的款项较多。通过上述投资，公司进一步强化
了主业，增强了资产的完整性，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
2013-2016 年 1-3 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4,793.68 万元、
27,745.89 万元、134,552.38 万元和 36,812.38 万元。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
较快，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幅提高，公司通过
银行借款和股权融资的方式同时进行融资以满足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

四、盈利能力分析
1、报告期经营成果的变化趋势
近三年一期，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主要来源于药品销售，同时医疗器械业务也稳
定增长。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金额

2015 年度
增幅

金额

增幅

营业收入

324,274.42

47.66%

974,995.79

25.23%

营业利润

12,156.14

95.39%

30,894.10

31.04%

利润总额

12,187.56

85.23%

31,845.63

31.72%

净利润

9,375.94

84.42%

24,313.37

33.77%

项目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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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营业收入

778,590.71

31.39%

592,584.17

28.20%

营业利润

23,576.94

20.72%

19,530.64

28.54%

利润总额

24,175.92

24.94%

19,350.22

30.89%

净利润

18,176.12

26.01%

14,424.20

30.3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其中：2011 年，随着公司市场份额的提高和
基本药物市场的顺利招标，带动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分别较 2010 年增长 44.37%
与 35.23%；2012 年，随着公司市场份额和销售网络覆盖率的进一步提高，保证了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分别同比大幅增长 44.65%及 31.71%；2013 年，药品销售品种和
销售量同步增长的同时，具有较高毛利率的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增幅较大，公司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8.20%和 30.34%；2014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同比增长 27.30%与 29.32%，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2、毛利率分析
2013-2016 年 1-3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8.57%、9.05%、10.90%和 11.86%，
保持稳定增长趋势。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6 年 1-3 月

期间

金额

2015 年度

增幅

金额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324,274.42

47.66% 973,901.58

25.11%

778,433.10

31.41%

592,366.20

主营业务成本

285,827.06

42.04% 867,730.56

22.56%

708,017.36

30.72%

541,617.20

主营业务利润

38,447.36

109.31% 106,171.02

50.78%

70,415.74

38.75%

50,749.01

20.46%

9.05%

5.55%

8.57%

综合毛利率

11.86%

41.75%

10.90%

（1）报告期内，公司保持较高毛利率，高于同行业水平
2013-2015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与同行业医药企业的医药商业业务毛利率对比
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华东医药

7.09%

6.94%

6.70%

上海医药

6.14%

6.18%

6.17%

英特集团

5.44%

5.64%

5.88%

南京医药

5.66%

5.88%

6.10%

国药股份

7.08%

6.90%

6.40%

九州通

7.11%

6.58%

6.10%

嘉事堂

12.84%

12.46%

9.05%

平均

7.34%

7.23%

6.63%

本公司

11.86%

9.05%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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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高于同行业水平，主要原因为公司采取直销
为主的业务模式，同时在直销客户中，又以规模以上医院为主：①对于医药商业而
言，由于直销业务中药品所经历的流通环节少，故其平均毛利率水平高于商业分销
等其他业务模式。②对于直销模式而言，公司直销客户包括构成公司高端市场的规
模以上医院和构成基础医疗市场的新农合定点医药机构和社区医疗机构，公司向规
模以上医院销售的药品主要为售价较高的高端药品品种，向新农合定点医药机构和
社区医疗机构等基础医疗市场客户销售的药品主要为价格相对较低的普通药品，高
端医疗市场的毛利率相应高于基础医疗市场的毛利率。此外，随着规模扩张，公司
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也进一步增强，有助于保持较高的毛利率水平。
（2）发行人毛利率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8.57%、9.05%、10.90%和 11.86%，保持稳定增
长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公司医疗器械等高毛利率产品的销售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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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099,999,981.6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
括 承 销 费 用 、 保 荐 费 用 、 律 师 费 用 等 ） 28,579,678.46 元 后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3,071,420,303.14 元，全部用于医疗器械全国销售网络建设项目与医院供应链延伸服
务项目。
本次发行有助于公司业务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
实施医疗器械全国销售网络建设项目实现医疗器械业务向全国拓展，进一步做大做
强医疗器械业务，促进公司业绩快速增长；通过实施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加
强、巩固与规模以上医院的持续稳定合作关系，提升客户粘性，不仅实现规模以上
医院市场份额的的显著提升，更进一步实现战略转型——即由传统单一的配送商逐
步转向综合性医疗机构服务商。借助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主营业务竞争力
将获得全面、系统、显著的提升，公司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并更好的满足市场需
求。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
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1、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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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38070188000273116

2、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853522010122804134

3、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卧龙支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37050166566000000112

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11016997549005

5、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14610155300001086

6、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376100100100105838

7、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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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378010100100436446

8、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大海阳路支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535902224710818

9、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户

名：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23123067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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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
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三）除张仁华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副董事长兼经理外，参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除张仁华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
况。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其基金管理人
已按要求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其管理的基金
产品已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完成备案手续。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
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瑞康医药本次发行已获得股东大会的批
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瑞康医药可以实施本次发
行；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99,678,456股，符合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及瑞康医
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数量；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10元/股，发
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即24.72元/股），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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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
国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
者，且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
单》、
《缴款通知书》、
《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文件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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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15 年 11 月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余波、朱铭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
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保荐协议其他主要条款
以下，甲方为瑞康医药，乙方为国金证券。
1、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有权要求乙方按《保荐管理办法》或本协议的约定提供保荐工作服务；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保荐管理办法》的规定配备两名保荐代表人及有
经验的其他专业人员对甲方进行尽职调查及保荐工作；
（3）认为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甲方实际情况
时，有权提出异议；
（4）甲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配合甲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5）甲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材料准备、审核、发行、上市阶段，承诺遵守
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6）在乙方的指导下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应完成的全部法定程序，完成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全部申报手续，承担申报过程中应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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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积极配合乙方的尽职调
查工作，为乙方对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8）除非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甲方因从事正常业
务活动需要公告，从本协议签署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日止，在事先未与乙方
协商并取得乙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众披露或向其他无关
人员泄露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信息；
（9）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甲方应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合法的期限内完成公司增资、
股本变动公告等有关法定程序；
（10）在本协议有限期内，甲方未经乙方书面同意，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事宜，不得与其他保荐机构签订与本协议类似的协议、合同或约定，否则视为
甲方违约；
（11）甲方应至少提前 2 个工作日通知乙方的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列席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并告知会议的具体议案及内容；
（12）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发行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现规范运作；
（13）根据《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
（14）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管理；
（15）甲方应当及时提供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意见事项所必需的资料，确保保荐
机构及时发表意见；
（16）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工作以及参加保荐
机构组织的培训等，不得无故阻挠保荐机构正常的持续督导工作；
（17）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按约定方式及时提交
相关文件：
① 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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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③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应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有关事项；
④ 公司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违法
违规行为；
⑤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事件或者其他对公司规范运作、
持续经营、履行承诺和义务具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⑥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18）当甲方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时，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违法违规行为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乙方；
（19）甲方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应在会议的法定通知时限内，
将公司章程或相关规定中有关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各项议题议案）书面通知乙方，
并听取乙方就上述各项内容所发表的意见；
（20）董事会秘书和授权代表应当将其通信联络方式告知乙方，包括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传真、通信地址及其他联络方式；
（21）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接受乙方的持续督导。
2、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为保证保荐工作顺利进行，在保荐期内，乙方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有权
查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记录等文件，并视会议内容有权列席相
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2）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有权随时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3）乙方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有权在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为实
施保荐工作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对相关人士进行问询；
（4）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积极配合乙方作好保荐工作，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保荐工
作所需要的有关情况和资料；

33

（5）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本协议规定的
有关义务。
（6）乙方应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保荐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作好保荐工作；
（7）乙方应当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甲方的保荐工作，并确保保荐机构
有关部门和人员有效分工协作；
（8）协助甲方进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策划，根据甲方委托而组织
编制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申报材料并出具保荐文件；
（9）对甲方申报文件中的内容进行审慎调查，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
进行独立判断；
（10）协调甲方与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
公司的联系，并在必要时或根据该等主管机构之要求，就非公开发行事宜作出适当
说明；
（11）在提交保荐文件后，应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甲方及其他中
介机构对甲方相关事项或会后事项进行核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回复
并出具相关文件，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特定事项进行专项核查；
（12）在甲方及时提供有关真实、准确、完整的文件和材料的基础上，若乙方
确认甲方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则应根据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为甲
方股票上市出具相应的文件；
（13）建立和完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的保荐工作档案，保荐工作档案应当
真实、准确、完整，保存期不少于十年；
（14）接受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对乙方及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15）乙方不得在持续督导期内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但因保荐代表人调离
乙方或被中国证监会除名的除外；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应当通知甲方，并在五个工
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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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持续督导期内，乙方依法对甲方的规范化运作进行督导，针对甲方具
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下列工作：
①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甲方资源的制度；
②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甲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
③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
易发表意见；
④ 持续关注甲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⑤ 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⑥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乙方应继续完成；持续督导期间
未勤勉尽责的，持续督导期届满，乙方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17）乙方的保荐代表人应当将其通信联络方式告知甲方，包括办公电话、移
动电话、传真、通信地址及其他联络方式；
（18）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发表意见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同时在保荐工作底
稿中保存，并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
交易所报告；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
的，应督促甲方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况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
告；
（19）乙方应当自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报送保荐总结报告书；
（20）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瑞康医药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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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
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愿意推荐瑞康医药本次发行的股票
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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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
券发行保荐书；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
职调查报告；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
律意见书；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律
师工作报告；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1、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电话：0535-6737695
传真：0535-6737695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6 层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特此公告！

37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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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