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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如非特别说明，在本上市公告书中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发行人

指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推荐人、主承销商

指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草案）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
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承诺，如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名单公布后，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未取得保荐资格，公司将在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名单公布后一个月内，按《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要求聘请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如果违
反承诺，未能按时聘请保荐机构，公司自愿接受《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
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监管措施。
鉴于本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为两名，且该两名独立董事均非具有注册会计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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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格的会计专业人士，不符合目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得低于董事会人数
的三分之一、且必须有一名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会计专业人士的规定，本
公司承诺：将在上市后两个月内，对董事会进行调整，以符合对独立董事的有关
要求。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04 年 3 月 30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概览
1、股票简称：武汉健民
2、沪市股票代码：600976
3、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76
4、总股本：7669.93 股
5、可流通股本:3500 万股
6、发行价格：11.60 元/股
7、本次上市流通股:3500 万股
8、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国家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4]37 号），
本公司国家股、法人股和设立后陆续发行的不符合相关流通政策的 400 万股内部
职工股，暂不上市流通。
9、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会
要求或接受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10、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1、上市时间：2004 年 4 月 19 日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3、上市推荐人：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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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7
号—股票上市公告书》要求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本次
股票上市的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4]37 号）核准，本公司已于 2004 年 4 月 2
日以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公开发行了 3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1.60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交易的通知》（上证上字[2004]36 号），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350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04 年 4 月 1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
称“武汉健民”，沪市股票代码“600976”，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76”。
本公司已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刊登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刊载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
因前述招股文件距今不足三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在此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
查阅上述文件。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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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WUHAN JIANM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2、设立日期：1993 年 5 月 28 日
3、注册资本：7669.93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鲍俊华
5、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
6、经营范围：中成药、保健品、滋补饮料、医用卫生材料、医疗器械的研
究、制造、开发及经营
7、主营业务：中成药的研究、制造、开发及经营
8、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9、电话：（027）84532262
10、传真：（027）84520221
11、电子信箱：jmcity@public.wh.hb.cn
12、董事会秘书：杜明德

（二）发行人的历史延革
发行人的前身武汉市健民制药厂成立于 1953 年 6 月 1 日，是在具有三百六
十多年经营历史的中国最古老的四大中药店之一—叶开泰参药店的基础上组建
的。1993 年 3 月 18 日，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武体改[1993]40 号文批准，
在对武汉市健民制药厂整体改制的基础上，由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作为主发起人，
联合中国药材公司〖已更名为中国药材集团公司〗和中国医药公司〖已更名为中
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1993 年 5 月
28 日，发行人在三家发起人和四家定向募集法人股股东出资到位后，在武汉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3,465.9 万元。定
向募集发行工作完成后，发行人于 1994 年 8 月 29 日将注册资本变更为 4,169.93
万元。
在《公司法》颁布实施后，根据国务院国发[1995]17 号文精神，发行人在
按照《公司法》及其有关配套法规进行自查规范后，被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于 1996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鄂体发[1996]601 号文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人于 1997 年 1 月 28 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重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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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同时更名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1、 发行人主要产品
发行人以经营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核心业务为小儿用药的生产
和销售，产品分为内服中成药和外用中成药两大类，共 80 多个品种，主要产品
有龙牡壮骨颗粒、健脾生血颗粒、健民咽喉片、麝香壮骨膏、健胃消食片、便通
胶囊、小金胶囊、杏苏止咳露、小儿宝泰康颗粒、小儿宣肺止咳颗粒、克伤痛擦
剂、慢肝宁胶囊等，其中龙牡壮骨颗粒是发行人主导产品，该产品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的销售收入分别占发行人当年合并主营业务收入的 45.63%、40.63%、
31.53%，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的销售利润分别占发行人当年合并主营业务
利润的 54.43%、51.21%、48.03%。
2、发行人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1）竞争优势
发行人作为中成药生产商，和国内中成药制药企业相比，拥有全国驰名商标
和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秉承叶开泰三百多年历史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品牌影
响力在国内位列前茅，公司“龙牡壮骨颗粒”、“健民咽喉片”等拳头产品突出，
企业的历史相当悠久并从 1953 年即开始企业化经营，在人才的培养和经验积累
方面具有优势。和日本、韩国的中药企业相比，公司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企业，
中医药的传统文化底蕴更为深厚。与西药企业竞争者相比，优势在于中药作为天
然药物，符合人们回归自然的消费潮流，而且中成药开发新药的成本比西药企业
低。公司还有国内大多数西药企业最为缺乏的优势，就是产品大都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公司比国外企业还有立足本土市场的固有文化优势和
营销优势。另外，公司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2）竞争劣势
发行人的劣势主要有规模过小，难于发挥规模效益，资金实力有限，在进行
GMP 改造、市场开发和研究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受到制约；公司虽然股份制改造
比较早，但因为脱胎于国有企业，仍遗留有原国有企业管理上的一些弊端，需要
继续加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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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请投资者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4、发行人拥有的商标、专利及版权
发行人拥有专利号为 ZL 01 3 39306.5 的药品包装盒外观设计专利；拥有公司
徽标的版权，拥有注册商标包括“健民”
、“叶开泰”
、“龙牡”牌商标在内的 34
件商标。发行人拥有商标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2004 年 3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
文。
5、发行人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国税发[2001]89 号文《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广告费用所得税前扣除标准的
通知》的规定：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营业收入 8%的，
可据实扣除。公司 2001 年度的广告费支出按该文件执行。2002 年，经国家税务
总局国税函[2002]990 号文批准，同意公司 2002 年和 2003 年的广告费支出全额
在税前扣除。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 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1、发行数量：3,500 万股
2、发行价格：11.60 元/股
3、募股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总市值为 40,6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527 万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额为 39,073 万元
4、发行方式: 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5、配售对象: 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收市时持有沪市或深市的已上市流通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市值达 10,000 元或以上的二级市场投资者
6、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527 万元，包括承销费用、
注册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产评估复核费、上网发行手续费和审核
费等。
7、每股发行费用：0.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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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 3500 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
81,272,496 个，中签率为 0.04306500%，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34,685,429 股，
其余 314,571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 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股资金的验资报告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股资金出具
的武众会(2004)302 号《验资报告》全文如下：（其中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贵公司”）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04 年 4 月 8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
审计实务公告第 1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
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仟壹佰陆拾玖万玖仟叁佰元整
（￥41,699,300.00），根据贵公司 200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37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3500 万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柒仟陆佰陆拾玖万玖仟叁佰元
整（￥76,699,300.00）。贵公司已于 2004 年 4 月 2 日以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60
元，发行了每股面值 1.00 元的社会公众股 3,500 万股。经我们审验，截至 2004
年 4 月 8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证券承销机构划转的社会公众股东认缴股款叁亿玖
仟贰佰肆拾壹万壹仟柒佰柒拾壹元伍角贰分（￥392,411,771.52 元，已直接扣除
承销费￥12,180,000.00 元，发行手续费￥1,408,228.48 元），其中股本叁仟伍佰万
元整（￥35,000,000.00），资本公积叁亿伍仟伍佰柒拾肆万壹仟柒佰柒拾壹元伍
角贰分（￥355,741,771.52），其他发行费用壹佰陆拾柒万元整（￥1,67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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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仟壹佰陆拾玖万
玖仟叁佰元整（￥41,699,300.00），已经武汉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1994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武中会（1994）225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4 年 4 月 8 日，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柒仟陆佰陆拾玖万玖仟叁佰元整（￥76,699,300.00）。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只能
合理保证贵公司投资者在报告日出资到位情况，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日后资
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
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2、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3、验资事项说明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中国注册会计师

欧阳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夏远玉

武汉

2004 年 4 月 8 日”

（四） 本次发行募股资金入帐情况
1、入帐时间：2004 年 4 月 8 日
2、入帐金额：392,411,771.52 元
3、入帐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
4、入帐帐号：73810-1-01-822-000985-77

（五） 发行人本次上市前股权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1、 本次上市前股权结构
股

份

类

别

数量（万股）

比例（%）

1,982.93

25.85

1,702.93

22.20

280

3.65

1787

23.30

发起人股
其中:国家股
法人股
其他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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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职工股

400

5.22

社会公众股

3,500

45.63

7,669.93

100.00

合

计

2、本次上市前最大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1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2

股

数

持股比例(%)

1,702.93万股

22.20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16.8万股

11.95

3

华立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07.8万股

4.01

4

武汉虹惠投资有限公司

250.2万股

3.26

5

武汉开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7.2万股

2.96

6

中国药材集团公司

180万股

2.35

7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100万股

1.30

8

南方证券

35.3万股

0.46

9

武汉诺佳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万股

0.46

10

光大证券

31.4571万股

0.41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为中国国籍。
1、董事
发行人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一般董事 9 名，独立董
事 2 名。因谢明先生于 2002 年 12 月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一般董事缺任一
名。
鲍俊华，男，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生、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公司董事，现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刘晋儒，男，1941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公司董事，
现任中国药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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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华，女，1967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公司董事，现任中国医药集
团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柯昌顺，男，1946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公司董事，
现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熊维政，男，1956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副主任药师，公司董事，
现任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新县人大副主任。
张军东，男，1952 年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公司董事，现任河南羚锐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武汉虹惠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王宪斌，男，1950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公司董事，武汉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审计部主任。
金昭藩，女，1955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经济师，公司董事，现
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室副主任兼财会工会主席。
曾繁典，男，63 岁，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同济医学院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副主任、湖北同济
AAI 药物研究和临床药理中心负责人。中国药理学会、中国临床药理学会、湖北
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专家库专家，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田志龙，男，41 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华中科技
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市场营销与战略管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系主任。
2、监事
李福康，男，1955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经济师，公司监事，
现任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黄维娅，女，1955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统计师，公司监事，现
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许辉，女，1971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公司监事，现任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童明，男，1954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公司监事，现任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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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旗，男，1954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公司监事，现任武汉健
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液体制剂车间煮提组组长。
3、高级管理人员
陈小红，男，1955 年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助理经济师、经营师，
现任公司总经理。
孙玉明，男，1966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
赵经跃，男，1962 年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助理经济师，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汉，男，1954 年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高级中药技师，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熊富良，男，1967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湖北省暨武汉市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孙永杰，男，40 岁，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系毕业，医学学士，现任武汉健
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少瑜，男，1959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孙桂芝，女，1958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杜明德，男，1962 年出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经营师，现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
4、核心技术人员
唐彩泉，男，1966 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现任公司
质量保证部副部长。
陈立明，女，1956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许沛虎，男，1968 年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武汉市首批博士生资助经
费获得者，武汉市青年科技晨光计划资助者。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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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柯昌顺先生持有发行人 3000 股内部职工股、公司监事
会主席黄维娅女士持有发行人 100 股内部职工股、公司监事许辉女士持有发行人
500 股内部职工股、公司副总经理熊富良先生持有发行人 1000 股内部职工股外，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持有发行人股份。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发行人与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华立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虹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开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不存在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与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均从事中成药的生产与销售，但
各自的主要产品的功能主治、市场和消费群体不同，因此发行人与河南羚锐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在主要产品上不构成同业竞争。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已
分别向发行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发行人律师和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与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
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华立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虹惠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武汉开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不存在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与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均从事中成药
的生产与销售，但各自的主要产品的功能主治、市场和消费群体不同，因此发行
人与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主要产品上不构成同业竞争。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可以有效避免同业竞争的发生。

（二）关联交易
1、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04 年 3 月 30 日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2、关联交易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04 年 3 月 30 日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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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3、主承销商和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和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充分披露了存在的关联关系
和关联交易，已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履行了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摘要中。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请查阅上述报纸或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
附录。

（一） 注册会计师意见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2001 年 12 月 31 日、2002 年
12 月 31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合并资产负债表，2001 年度、
2002 年度、2003 年度的利润表、利润分配表及合并利润表、合并利润分配表，
2003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武众会(2004)03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 经审计的简要会计报表
1、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项

目

流动资产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266,696,008.36

272,869,757.70

257,562,312.53

其中：货币资金

78,657,513.57

121,254,799.15

141,647,674.11

短期投资

362,785.36

103,618.74

133,864.84

应收票据

29,856,752.15

16,397,662.84

8,823,830.98

应收账款

54,671,768.53

41,667,107.63

27,051,192.88

其他应收款

16,189,271.57

16,705,987.29

15,162,186.85

存

77,157,599.13

71,292,106.34

53,066,424.54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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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2,070,840.69

2,135,601.92

1,200,000.00

固定资产

235,376,631.50

155,383,882.19

119,212,613.29

28,480,313.65

23,465,647.80

20,441,259.18

资产总计

532,623,794.20

453,854,889.61

398,416,185.00

流动负债

192,933,187.62

175,917,830.24

157,301,630.25

其中：短期借款

44,928,000.00

18,115,000.00

14,005,200.00

应付账款

36,626,489.06

38,699,070.83

22,449,143.55

预收账款

14,561,174.59

12,604,339.96

15,822,359.09

应付工资

25,338,708.89

28,964,931.33

28,742,114.46

应付股利

23,547,783.85

27,150,090.82

22,739,720.00

应交税金

10,225,040.27

7,542,046.66

3,793,977.36

其他应付款

30,848,055.29

37,521,468.83

29,264,504.58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5,000,000.00

长期负债

49,375,000.00

17,400,000.00

7,548,535.00

负债合计

242,308,187.62

193,317,830.24

164,850,165.25

26,406,085.58

23,662,424.94

15,413,416.52

263,909,521.00

236,874,634.43

218,152,603.23

本

41,699,300.00

41,699,300.00

41,699,300.00

未分配利润

102,870,213.13

82,942,714.38

74,945,022.56

532,623,794.20

453,854,889.61

398,416,185.00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其中：股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计

2、 简要合并利润表（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430,075,732.48

359,002,060.32

285,505,588.99

二、主营业务利润

200,495,111.64

196,532,795.32

142,915,429.98

三、营业利润

46,858,150.31

45,794,131.45

38,965,475.03

四、利润总额

42,957,807.41

45,863,064.70

40,130,569.35

五、净利润

24,308,794.20

24,717,190.75

21,672,466.72

3、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187,730.0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00,249,782.0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3,464,766.48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597,285.58

（三） 会计报表附注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04 年 3 月 30 日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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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财务指标
指

标

2003

2002 年

2001 年

流动比率

1.38

1.55

1.66

速动比率

0.98

1.15

1.28

应收帐款周转率

8.93

10.45

9.82

存货周转率

3.04

2.55

2.2

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土地
使用权除外）

0

0

0.38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率（%）（土地
使用权除外）

0

0

0.69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28.73

26.35

33.01

每股净资产

6.33

5.68

5.30

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4.21

5.15

6.72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

0.10

0.93

1.20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9.21

10.43

9.82

每股收益（全面摊薄）

0.58

0.59

0.52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1、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公司所
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无重大变化。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2、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没有进行重大对外投资，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行为。
3、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住所没有发生变更。
4、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亦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
诉讼或索赔要求。
5、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任何刑事起诉，亦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
刑事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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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重大会计政策、税收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7、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
未发生新的重大债项，并且重大债项未发生变化。
8、根据 200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0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后
的第一个盈利年度派发股利。预计本次发行后第一次股利分配将在 2004 年中期
进行。
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已向上交所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也不会要求或接受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10、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没有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
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作到：
1、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
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
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
人股票的买卖活动；
4、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公司董事、监事将按照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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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两个月内签署《董事（监事）声明及承诺书》并送达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第十一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
名称：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15—16 楼

电

话：（028）86622007

传

真：（028）86512213

联

系

人：杨光、徐建武、熊莹、唐宏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公司的上市推荐人认为：
发行人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具
备上市条件；发行人董事了解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
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发行人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制定
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保密制度。
上市推荐人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真实、准确、
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保证本公司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承担连带责任。上市推荐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上市推荐人愿意推荐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且在上市
推荐过程中，保证不利用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18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本页无正文，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签署页）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四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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