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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7-061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债券代码：143020          债券简称：17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 H 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6年6月7日，本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配发、发行及╱或处理不

超过截至2016年6月7日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20%的额外H股的一般授权。 

●2016年1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批复，核准本公司增发不超过80,656,800

股H股。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A股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内资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以

人民币买卖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营业日 指 持牌银行于香港一般开放营业及联交所于香港一般开市进行证券交易

的任何日子（周六、周日及香港公众假期除外） 

交割日 指 配售协议所载完成配售的条件获达成当日的下一个营业日，无论如何

不迟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或本公司与配售代理可能书面约定的其他日

期 

招银国际 指 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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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其 H股及 A股分别于联交所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买卖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批

准 

指 中国证监会向本公司授出之批准，同意发行及配发不多于 80,656,800

股新 H股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复星恒利 指 复星恒利证券有限公司，一间于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为复星国际的

全资附属公司 

复星国际 指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一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

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0656），为本公司之间接控股股东 

一般授权 指 股东于本公司在 2016 年 6 月 7 日举行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授予董

事配发、发行及╱或处理不超过截至 2016年 6月 7 日已发行 H股 20%

的额外 H股的一般授权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货币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本中的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于

联交所上市及以港元买卖 

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Morgan 

Stanley 

指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一间于英国注册成立的公司 

承配人 指 配售代理根据配售协议促使认购任何配售股份之任何专业、机构或者

其他投资人 

配售 指 根据配售协议配售配售股份 

配售代理 指 Morgan Stanley、招银国际及复星恒利 

配售协议 指 本公司与配售代理于 2017年 5月 17日就配售订立之配售协议 

配售价 指 配售股份的应付价为每股H股28.80港元 

配售股份 指 80,656,500股 H股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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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湾） 

人民币 指 人民币元，中国的法定货币 

股份 指 A股及 H股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 指 百分比 

 

一、配售协议 

1、日期： 2017年5月17日 

2、协议方： 

(1) 本公司 

(2) 配售代理 

3、配售 

根据配售协议，配售代理已单独（而非共同或共同及单独）同意作为本公司的

代理按最佳努力基准促使专业、机构及╱或其他投资者认购80,656,500股配售股份。 

4、配售代理的独立性 

于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据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 

（1） 复星恒利为复星国际之全资附属公司。复星国际为本公司之间接控股股

东。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复星恒利为本公司之关连人士；及 

（2）除复星恒利以外的配售代理各自及其各自的最终实益所有人并非为本公 

司的关连人士，并独立于本公司的任何关连人士，且与上述人士概无关连。 

5、承配人 

配售代理将向不少于六名承配人（为专业、机构及/或其他投资者）配售配售股

份。就配售代理所知，彼等将不会配售配售股份予任何本公司关连人士。预计并无

任何一名承配人紧随配售完成后会成为主要股东。 

6、配售股份数目 

配售股份包括本公司拟发行及配发的80,656,500股H股。 

配售股份分别占本公司于本公告日期现有全部已发行H股及全部已发行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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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0.00%及3.34%，并分别占本公司经发行配售股份扩大后的全部已发行H股及全部 

已发行股本的约16.67%及3.23%。 

配售股份的面值总额为人民币80,656,500元（以2017年5月16日现行汇率人民币

1元=1.132港元计算，约等于91,303,158港元）。 

7、配售价 

配售价为每股H股28.80港元（不包括经纪佣金（如有）），较： 

(1) 于 2017年 5 月 16日（即订立配售协议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联交所所报收市

价每股 H股 31.05港元折让约 7.25%； 

(2) 截至及包括 2017年 5月 16日前最后五个交易日联交所所报平均收市价每股

H股 30.57 港元折让约 5.79%；及 

(3) 截至及包括 2017年 5月 16日前最后十个交易日联交所所报平均收市价每股

H股 30.065 港元折让约 4.21%。 

配售价乃经本公司与配售代理考虑H股最近市价及目前市况后公平协商厘定。 

8、配售条件 

完成配售须待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买卖及其他条件满足或豁

免后方可作实。 

如任何有关条件于交割日（或本公司与配售代理可能议定的其他日期）上午八

时正（香港时间）或之前未能达成或获配售代理豁免，则配售代理及本公司根据配

售的义务及责任将失效，除配售协议另有规定外，本公司及配售代理任何一方均不

得就有关费用、损害赔偿、补偿或其他针对另一方提出任何索赔。 

9、终止 

配售代理可根据配售协议条款，在交割日上午八时正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 

书面通知终止配售协议而毋须向本公司负任何责任，包括根据本公司违反任何载于 

配售协议中的陈述、保证及承诺或若干不可抗力情形的发生。 

10、配售完成 

配售预计将于交割日完成。 

鉴于完成配售须待达成若干先决条件后方可作实，故配售未必会进行。 

11、股权架构 

下列为本公司于配售协议签订日期及紧随交割日完成配售后的股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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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配售协议签订日期 于交割日 

 

股东名称 

 

股份数目 

（股） 

已发行A股或H股总

数的概约百分比 

(%) 

股份数目（最多） 

（股）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概约百分比(%) 

A股  

已发行A股总数 2,011,190,545 100.00 2,011,190,545 80.60 

H股  

承配人 / / 80,656,500 3.23 

其他公众H股东 403,284,000 100.00 403,284,000 16.16 

已发行H股总数 403,284,000 100.00 483,940,500 19.40 

已发行股份总数 2,414,474,545 100.00 2,495,131,045 100.00 

12、禁售承诺 

本公司已向配售代理承诺，由配售协议日期至交割日后90日期间，在未经配售 

代理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除配售股份及根据限制性A股激励计划条款外，本公司

或可代表其行事之任何人士概不会(i)出售、转让、处置、配发或发行，或要约出售、 

转让、处置、配发或发行，或授出任何购股权、权利或认股权证以有条件或无条件

或直接或间接或以其他方式认购任何H股或任何H股权益或任何可转换或行使或兑换

为任何H股或H股权益或与之基本类似的证券或(ii)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订立或进行

任何与上文(i)项所述者有相同经济效应的交易或(iii)宣布有意订立或进行上文(i)

或(ii)项所述之交易；但前提是上述限制不适用于现有的雇员购股权计划或根据该

计划授出购股权或行使购股权。 

 

二、发行配售股份的一般授权 

本公司将根据一般授权发行及配发配售股份。根据一般授权，董事会获授权配

发及发行最多80,656,800股H股。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并无根据一般授权发行任

何H股。配售股份之发行及出售已于2016年11月15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三、监管部门及公司批准 

本公司已就配售取得所有必要的中国监管部门批准，即中国证监会批准以及必

要的本公司批准，即一般授权及有关董事会批准。配售毌须取得股东另外批准。 

 

 



6 

四、配售股份的地位 

配售股份在所有方面将与交割日现有已发行H股享有同等权利，包括收取配售股

份发行日期当日或之后所宣派、作出或派付的全部股息及分派的权利。 

 

五、配售的理由 

董事认为配售配售股份为本公司筹集资金，扩大股东基础及本公司资本基础之

良机。 

董事认为配售协议条款（包括配售费及配售价）公平合理，符合目前市况以及

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所得款项用途 

配售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项净额（扣减所有相关成本及费用，包括佣金、律师费

用及征费）最多约为2,306.65百万港元，拟用于偿还计息债务、补充本集团营运资

金及为本地或海外潜在合并及收购提供资金。配售完成后每股H股所筹集之净额（扣

减所有相关成本及费用，包括佣金、律师费用及征费）约为28.60港元。 

 

七、过往十二个月之股权融资活动 

单位：人民币 元 

公告日期 事件 概约所得款项净额 
所得款项之拟定用

途 

所得款项之实际用

途 

2016年 11月 9日 
完成非公开

发行 A股 
2,275,249,558.22 

偿还计息债务及剩

余款项用于补充本

集团营运资金 

偿还计息债务及剩

余款项用于补充本

集团营运资金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于紧接本公告日期前12个月，本公司并无进行任何股本集

资活动。 

 

八、申请上市 

本公司将向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申请批准配售股份于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九、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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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完成配售须待达成若干先决条件后方可作实，故配售未必会进行。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