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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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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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推荐人、主承销商：指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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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马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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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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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名单已于 2004 年 5 月 11 日公布，本公司承诺自
2004 年 5 月 11 日起一个月内，按《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要求聘
请有资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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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4 日，公司实施了已赎回注销股份的原柜台流通股股
东选择重新持股工作。在本次重新持股工作中，有 461 名公司原柜台流通股股东
选择重新持有公司股份，重新持股数为 59.086 万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本次
重新持有的股份为个人持有的非流通股，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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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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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龙
2、沪市股票代码：600993
3、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93
4、总股本（发行后）：5,116.974 万股
5、可流通股本：1,800 万股
6、发行价格：16.11 元/股
7、本次上市流通股：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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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4］40 号），本公司国家股、
法人股、个人持有的非流通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9、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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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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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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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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武汉马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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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号）核准，本公司已于 2004 年 4
月 23 日以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公开发行了 1,8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6.11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武汉马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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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号），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1,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04 年 5 月 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
票简称“马应龙”，沪市股票代码“600993”，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93”。
本公司已于 2004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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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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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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Wuhan Mayinglong Pharmaceutical Group Stock Co.,LTD
2、设立日期：1994 年 5 月 9 日
3、注册资本：3,316.974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平
5、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南湖周家湾 100 号
6、经营范围：中西药制造；企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一、二、三
类医疗器械。兼营晶体饮料；塑料瓶、化妆品、中药制药机械制造、加工、销售；
汽车货运。
7、主营业务：中西药制造
8、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9、电话：（027）87291519
10、传真：（027）87389583
11、电子信箱：maynlon@public.wh.hb.cn
12、董事会秘书：李加林
（二）发行人的历史延革
本公司的前身武汉第三制药厂为创建于公元 1582 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马应龙
生记药店，1956 年公私合营成立马应龙药厂，1966 年更名为武汉第三制药厂。
本公司是 1993 年 5 月经原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武体改（1993）189 号文
批准，在武汉第三制药厂整体改组的基础上，由武汉第三制药厂、湖北省中药材
公司、武汉第四制药厂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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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4 年 5 月 9 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733.9
万元。1998 年 4 月，本公司由原“武汉马应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武汉马
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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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主要从事中西药生产和销售。主导产品为马应龙麝香痔疮膏、马应龙
麝香痔疮栓、复方甘草合剂等药品。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
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医药经济信息网（http://www.meinet.com.cn）统计数据，2002
年 1～11 月，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和马应龙麝香痔疮栓在我国中成药外科用药类药
品零售市场上销售量、销售额均排名第一。
2、发行人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1）竞争优势
与国内企业相比，本公司具有以下优势：
◆ 品牌和规模优势。公司前身为创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马应龙生记药店，
已是具有 400 余年历史的老制药企业。公司是国内主要的软膏类中药制剂生产企
业之一，是国内最大的治痔类药品生产企业之一。本公司被原国内贸易部授予“中
华老字号”企业称号，是“中国 500 家最大的医药工业企业”之一；“马应龙”品牌
2000 年被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
◆ 营销网络优势。本公司现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销售网络体系，拥有大批
高素质的销售人员和销售代表，与全国多家医药公司和医院建立了业务往来。本
公司有进出口业务经营权，与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代理商建立业务联系，产品销
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 质量优势。为了保证药品质量，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公司先后从德国、
日本等国引进了先进的检测仪器，对原、辅材料到半成品、成品的制造，实行全
过程的监测。公司的栓剂、合剂、口服液剂型、软膏剂、眼膏剂、凝胶剂、乳膏
剂（含激素类）以及吉林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原料药（赖氨匹林）
、粉针剂、小
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均已通过国家 GMP 认证，符
合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公司产品质量优良，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2000 年、2001 年连续被武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优质免检药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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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优势。本公司在产品方案设计、价格定位方面潜心研究消费者的需
求，价格定位合理，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在同等性能情况下，本公司主导产
品治痔类产品价格竞争优势明显。
◆ 技术优势。公司设备精良，主要生产设备如生产包装材料的铝塑复合管
生产线、PE/PVC 口服液自动灌封生产线、注吹机、软管灌装机和液体灌装机等，
技术含量和自动化程度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具备强大的技术开发实力，目前已
完成多个国家新药的开发与生产。公司开发的国家三类新药“小儿广朴止泻口服
液”被国家经贸委授予 2000 年度国家级新产品称号；国家三类新药痔痛安熏洗剂
正在进行Ⅲ期临床研究。子公司深圳大佛药业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一类新药盐酸
关附甲素注射液已进入了Ⅲ期临床总结阶段；该项目 1995 年被国家科技部列为
“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社会发展项目和国家科技产业化计划项
目；1999 年被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划，被国家经贸委授予国家级新产
品称号；2001 年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认定为“国家新医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
程项目”，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2002 年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该公司承担的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溶液项目被国
家科技部列入 2001 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子公司吉林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
承担的国家二类新药“树舌多糖注射剂的开发研究”项目被吉林省科委、吉林省财
政厅列入 2000 年度吉林省中药现代化专项计划，该公司开发的“玉盘消渴
片”2002 年被国家科技部、国家税务局、国家外经贸部、国家质检局、国家环保
局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公司 1996 年被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1999 年被原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01 年和 2002
年 3 月公司被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科学技术
厅继续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03 年 6 月被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子公司吉林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 2001 年被吉
林省科技厅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子公司深圳大佛药业有限公司 1996 年被深
圳市经济发展局评为先进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与国外竞争者相比，本公司产品具有产品本地化优势，本公司用药思路和习
惯符合中国人的体质特点，因而适应性、针对性强。与国外产品价格相比，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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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品还具有价格优势。
（2）竞争劣势
目前本公司尽管已经拥有较全面的剂型生产能力，但在前沿产品剂型（如：
滴丸、微丸、脂质体、控释制剂、缓释制剂等）的研制与生产方面有一定的欠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失去一部分市场。本公司正在通过加大新产品研究开发、
收购兼并等方式，丰富产品剂型，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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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经在国内申请了“马应龙”10 类 13 个注册商标，在泰国、新加坡、
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申请了“马应龙”2 类 5 个注册商标。
本公司及子公司还拥有其他注册商标 7 个，专利 11 件，非专利技术 1 种。
详 细 情 况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04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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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公司经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新管企字
[1996]3 号”文批准为高新技术企业，从批准之日起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子公司吉林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经吉林省洮南市政府“洮政函[1999]13 号”
函批准，自成立之日起享受“三免二减”的优惠政策，2000 年度、2001 年度免征
企业所得税，2002 年度、2003 年度企业所得税率为 15%。
深圳大佛药业有限公司所得税率为 15%。
武汉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武汉市国家税务局涉外分局（0010）号文，并经武汉市
国家税务局洪山分局批准，2002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地方所
得税免予征收，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按 24%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其影响程度详细情况请
请投资者查阅 2004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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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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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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万股
2、发行价格：16.11 元/股
3、募股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总市值为 28,99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331.433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额为 27,6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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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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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433 万元，包括承销
费用、注册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产评估费、上网发行手续费和审核费等。
7、每股发行费用：0.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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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
65,212,584 个，中签率为 0.02760203%，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17,757,049 股，其
余 24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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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号《验资报告》全文如下：（其中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公司”）
武汉马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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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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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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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叁佰壹拾陆万玖仟柒佰肆拾元整
（￥33,169,740.00），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40 号”文件
核准同意，公司以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6.11 元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1,800 万股。发行股票后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伍仟壹佰壹拾陆万玖仟柒佰肆
拾元整（￥51,169,740.00）。经我们审验，截至 2004 年 5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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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亿捌仟零贰拾陆万伍仟陆佰
柒拾元整（￥280,265,670.00 元，已扣除承销费￥8,699,400.00 元，发行手续费
￥1,014,930.00 元），其中股本壹仟捌佰万元整（￥18,000,000.00），资本公积
贰亿伍仟玖佰壹拾陆万捌仟陆佰柒拾元整（￥259,168,670.00），其他发行费用
叁佰零玖万柒仟元整（￥3,097,000.00 ）。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叁佰壹拾陆万
玖仟柒佰肆拾元整（￥33,169,740.00），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审验，并于 2002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武众会（2002）17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4 年 5 月 9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伍仟壹佰壹拾陆万玖仟柒佰肆拾元整
（￥51,169,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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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中国注册会计师 吴

杰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

郁

2004 年 5 月 9 日

（四）本次发行募股资金入帐情况
1、入帐时间：2004 年 5 月 9 日
2、入帐金额：280,265,670.00 元
3、入帐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分行保安街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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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帐帐号：320200570900011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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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9,000,000

17.59

法人股

23,578,880

46.08

590,860

1.15

普通股（社会公众股）

18,000,000

35.18

合

51,169,740

100.00

自然人股（个人持有的非流通股）

计

2、本次上市前最大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6,800,000

32.83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9,000,000

17.59

3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78,880

9.93

4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0

2.35

5

华一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0.98

6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2,951

0.49

7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1,000

0.43

8

银丰基金

61,000

0.12

9

银河银泰

43,000

0.084

10

招商股票

39,000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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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董事组成，其中一般董事四名，独立董事
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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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先生，本公司董事长，42 岁，EMBA，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宝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营运总裁；中国宝安集团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和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中
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
贾中新女士，本公司董事、总经理，44 岁，本科，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现任武汉青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马应龙医药有限公司、武汉马应龙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吉林大佛天然药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仕旭先生，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43 岁，会计师，中共党
员。
黄其龙先生，本公司董事，39 岁，硕士，讲师。现任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执行总经理。
束家有先生，本公司独立董事，53 岁，硕士，教授。从事高等药学专业教
育和药物研究 24 年，发表专业论文 30 余篇，拥有新药专利 3 项。现任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院制药工程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祥青先生，本公司独立董事，43 岁，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现任深圳华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
奚农葆先生，本公司独立董事，63 岁，高级工程师。2002 年起任湖北省人
民政府第三届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药学会副理事长。
2、监事
王方明先生，本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46 岁，中共党员，本科，高级
经济师。
彭曙女士，本公司监事，37 岁，本科，会计师。现任职于武汉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资产财务部。
陈永文先生，本公司监事、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57 岁，
中共党员，大专，高级政工师。
3、高级管理人员
田正军先生，本公司副总经理，36 岁，本科，工程师。
夏军先生，本公司质量总监、总工程师，40 岁，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
程师，执业药师。现任武汉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天一医药科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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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李加林先生，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42 岁，中共党员，本科，
高级工程师。现任武汉马应龙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王虹女士，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药品销售分公司总经理，42 岁，本科，经
济师，主管药师。现任武汉马应龙医药有限公司董事、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董事。
李座洪先生，本公司市场总监，50 岁，中共党员，大专，经济师。现任武
汉马应龙医药有限公司董事。
（四）技术负责人及核心技术人员
李树民先生，本公司产品开发中心主任，40 岁，博士，核心技术人员。主
管本公司产品开发中心中药、化学药、基因工程药和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现任
武汉天一医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夏军先生，核心技术人员。曾主持、参与公司奇应内消膏、马应龙麝香痔疮
膏、蛇胆川贝液、复方甘草合剂、补肾延寿胶囊等药品研究工作。
白玉女士，本公司质量保证部副部长，30 岁，中共党员，硕士，核心技术
人员。先后负责过马应龙麝香痔疮栓、龙珠软膏、思泰口服液、奇应内消膏、芬
迪凝胶等产品的处方推广工作。现主管新药项目的论证和引进、信息情报、市场
调查、专业市场推广等工作。
马彩丽女士，50 岁，大专，高级中药师，核心技术人员。马氏第十四代嫡
系传人，其祖父、父亲曾是本公司前身马应龙眼药店、马应龙制药厂的所有者和
经营者。现主管公司主导产品的原料检验和配料工作。
孙德友先生，本公司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39 岁，中共党员，本科，工程
师，核心技术人员。先后主持雷尼替丁片、酮基布洛芬片、感冒通片、马应龙痔
疮保健熏洗液等药品和葡萄糖酸锌原料的研制开发工作以及马应龙痔疮膏药盒
的设计工作。
牟宗芬女士，本公司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35 岁，中共党员，本科，
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刘静涵女士，深圳大佛药业有限公司高级顾问，71 岁，教授，植化专家，
核心技术人员。现任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研究生导师。曾获全国科技大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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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毛莨科乌头属植物中 C20 二萜生物碱的活性成分
研究，并发现六个新化合物具有不同程度的心血管方面以及抗炎、镇痛、镇静、
解热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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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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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武汉华汉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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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已分别向本公司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发行人律师湖北得伟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小股东利益的同业竞争；公司与控股股东均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与公司发生
同业竞争；公司已对关联方、公司与关联方的有关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及措施进
行了充分披露，未发现有重大遗漏或隐瞒。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等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二）关联交易
1、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04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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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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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承销商和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主承销商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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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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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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经审计的简要会计报表
（单位：元）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15,153,658.82

211,112,447.54

184,499,291.22

其中：货币资金

114,887,441.81

116,772,958.09

99,632,702.75

短期投资

50,585.20

580,072.90

151,424.00

应收票据

4,135,322.01

应收帐款

42,305,912.54

47,135,558.70

40,583,857.19

其他应收款

15,625,327.14

10,082,919.98

12,384,173.52

3,810,515.48

2,929,226.32

3,538,203.58

货

33,990,060.45

33,431,927.75

28,049,037.08

待摊费用

348,494.19

179,783.80

159,893.10

长期投资

24,792,682.20

26,539,950.73

6,945,745.27

固定资产

124,377,180.93

120,232,676.52

126,000,828.80

3,630,783.90

5,243,785.79

3,445,146.86

预付帐款
存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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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367,954,305.85

363,128,860.58

320,891,012.15

流动负债

130,005,835.04

157,339,875.20

148,679,716.43

短期借款

36,568,000.00

83,900,000.00

81,500,000.00

其中：应付票据

7,839,714.33

752,770.43

应付帐款

24,512,158.81

21,999,496.48

18,300,762.11

预收帐款

8,757,565.92

12,395,877.44

6,349,670.07

应付工资

2,176,955.28

2,215,074.33

1,961,108.59

445,052.80

457,153.81

556,346.85

应付股利

4,000.00

8,250.00

9,340,770.50

应交税金

7,301,126.66

4,463,889.30

6,768,652.90

其他应交款

1,587,120.88

1,157,447.10

948,090.02

其他应付款

35,506,390.71

23,877,861.03

14,911,109.54

5,307,749.65

6,112,055.28

6,543,205.85

应付福利费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500,000.00

长期负债

6,600,000.00

1,250,000.00

200,000.00

负债合计

136,605,835.04

158,589,875.20

148,879,716.43

26,501,583.31

26,228,033.11

23,966,044.25

204,846,887.50

178,310,952.27

148,045,251.47

33,169,740.00

33,169,740.00

33,800,000.00

67,724,939.32

65,298,810.96

49,452,467.33

367,954,305.85

363,128,860.58

320,891,012.15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其中：股

本

未分配利润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单位：元）

2、简要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325,644,573.21

248,116,916.92

204,905,570.36

二、主营业务利润

188,797.494.24

159,394,749.78

133,119,584.69

三、营业利润

46,595,934.68

34,817,606.45

29,864,354.84

四、利润总额

47,744,952.41

38,395,317.61

34,692,046.77

五、净利润

39,781,051.73

32,944,305.80

27,543,155.39

（单位：元）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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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03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16,702.6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99,310.3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01,729.1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179.4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85,516.28

（三）会计报表附注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04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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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3 年

2002 年

2001 年

流动比率

1.65

1.34

1.24

速动比率

1.39

1.13

1.05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6.57

5.66

4.88

存货周转率（次）

3.88

2.76

2.69

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0.10

0.13

0.29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0.18

0.26

0.6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7.31

35.84

41.23

每股净资产（元/股）

6.176

5.376

4.38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

2.035

1.635

0.965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的要求，本
公司 2001 年度、2002 年度、2003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利润

全面摊薄

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主营业务利润 92.17 89.391 89.918 99.70 97.598 99.585 5.69

4.805 3.938

5.69

4.775 3.938

营业利润

22.75 19.526 20.172 24.61 21.319 22.341 1.40

1.050 0.884

1.40

1.043 0.884

净利润

19.42 18.476 18.605 21.01 20.172 20.605 1.20

0.993 0.815

1.20

0.987 0.815

18.32 16.811 18.332 19.82 18.354 20.303 1.13

0.904 0.803

1.13

0.898 0.803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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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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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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后由新老股东共享本
次发行前未分配利润。本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后的第一个盈利年度向全体股东派发
股利，预计首次派发股利时间为 2005 年 6 月 30 日以前。
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诺，自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会要
求或接受由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本公司承
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回购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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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4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了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0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向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在湖北省股权托管
股份有限公司（原武汉证券登记中心）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 元（含税）。目前，公司已实施 200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3 年度股东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
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陈平、贾中新、游仕旭、黄其龙、束家有、
刘祥青、奚农葆七位同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束家有、刘祥青、奚农
葆三位同志为独立董事，游仕旭同志为新任董事，其余董事为连任董事；选举王
方明、彭曙两位同志为公司监事，与职工代表陈永文同志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以上三位监事全部为连任监事。
11、2004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平先
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聘任贾中新女士为公司总经理，游仕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田正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夏军先生为公司质量总监兼总工程师，
李加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虹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座
洪先生为公司市场总监。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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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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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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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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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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
名称：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明云成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特 8 号
电话：（027）65799581、021-38784899*835
传真：（027）65799892
联系人：赵和平、严俊涛、林忠、叶小发、陈亚辉、罗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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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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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公告书之签章页]

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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