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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6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

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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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公司债券发行于2015年6月15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35号”文同意，规模为3

亿元。 

二、债券名称：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简称“本

期公司债券”、“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简称为“15昆药债”，代码为

“122412”。 

四、发行主体：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公司”、

“昆药集团”）。 

五、发行规模、期限与利率：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期，第3年末

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4.28%，

发行总规模为3亿元。 

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

次。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7月29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  

年至2020年每年的7月2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7月29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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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本息支付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七、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八、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金诚”）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期债券

的信用级别为AA。 

九、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十、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及上市 

1995年11月8日，发行人的全体发起人签订了《昆明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人认股协议书》，约定由昆明制药厂等五名发起人共同发

起设立“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总额为8,727万元，按1:1.5折股，

每股面值为1元，股本总额为5,818万股。 

1995年12月14日，公司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

注册号为530000100210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注册资本

5,8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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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0]149号）批准，昆明制

药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上网定价的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4,00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2000年12月16日，昆明制

药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2000年11月27日，昆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注

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注册

号为530000100210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998年7月24日，昆明制药（即昆药集团前身）召开股东大会并

一致决议将昆明制药厂持有的36.77%的股份转让给云南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1999年11月15日，昆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998年12月16日，昆明制药召开股东大会，一致决议由各股东同

等比例地将所持股份的8.07%转让给昆明云辰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价格1.8元/股，转让股份总数469.977万股。1999年11月16日，昆

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000年6月19日，职工持股会与昆明日鑫经贸公司签署《股份转

让合同书》，约定将职工持股会持有的1,047.911万股转让给昆明日鑫

经贸公司。同日，昆明制药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一致决议通过上述股

份转让事项。次日，昆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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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 

2000年11月11日，公司公开发行4,000万股股票并于2000年12月

16日在上交所上市。 

2001年12月25日，金鼎集团与云南红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股权置换协议》，约定金鼎集团将所持有的20.03%的昆明制药股份

即1,966.212万股与云南红塔所持有的91.667%的昆明宗诺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21.476万元由云南红塔以现金补给金鼎集

团。2002年4月8日，昆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此次

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2年4月17日，云南铜业与昆明科耀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法人

股转让协议书》，约定云南铜业将其持有的昆明制药10.67%股份

10,479,110股，以3.96元/股的价格转让给科耀投资。2002年10月29日，

昆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此次股份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2002年8月31日，云药集团与华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书》及《股权托管协议书》，约定云药集团将所持有的昆明制药

10.67%股份1,047.616万股转让给华立集团。2004年11月10日，昆明制

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云药集团的1,047.616万股股份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4年5月28日，昆明制药2003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决议。即以总股本9,818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每10股转增6股，共计增加股本5,890.80万股。2004年11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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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昆明制药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

续。 

2005年3月31日，昆明制药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的决议。即以总股本15,708.8万股为基数，每10股送红股5

股，计7,854.40万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计7,854.40

万股；合计转增股本15,708.80万股。2005年7月29日，昆明制药在云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2006年3月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

《云南省国资委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批复》（云国资规划[2006]60号），批准昆明制药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2006年3月14日，上交所发出上证上字[2006]153号《关于实施昆

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知》，同意昆明制药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2006年3月21日，昆明制药股票复牌，全体

非流通股转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02年1月，云南新兴投资有限公司诉富亨房产股权转让纠纷案

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2005年12月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民事调解书》（[2005]昆民四初字第233号）。依新兴投资申

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富亨房产所持有的昆明制药1.87%股份计

588.3008万股进行拍卖。新兴投资以竞拍方式取得上述股份，并于

2006年9月21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2005年9月1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作出《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将

原云药集团持有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拨给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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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批复》（云政复[2005]60号），同意将云药集团持有的昆明制

药股份无偿划拨给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2月16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7]129号），同

意云药集团将所持昆明制药7.43%股份计2,333.2149万股国有法人股

划转给国资公司，划转后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2008年2月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组建工投集团的批复》

（云政复[2008]9号），由省国资委在云南国资的基础上，与云天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1月16日，省国资委作出《关于云南盐化股

份有限公司等6家上市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的通知》（云国资产权

[2009]349号），将云南国资持有的昆明制药12.35%股份计3,880.4947

万股变更为云南工投持有。(注：2009年5月21日，华立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名称变更手续，名称变更为“华方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3]792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7月5日公开发

行了26,954,177股A股股票，发行价25.9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99,999,976.69元。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88号）核准，公司于2015年10月非

公开发行了53,214,133股A股股票，发行价23.4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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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50,000,000.00元。 

2016年4月20日，昆药集团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决议。即以总股本39,434.43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计39,434.43万股。2016年7月20日，昆药集

团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三)发行人经营范围 

中西药原料，制剂，医药原辅材料，中药材（种植、收购），中

间体，化工原料，包装材料，自产自销，批发零售，科技开发，咨询

服务，机械加工，制药设备制造，安装及维修业务，医药工程设计，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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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一）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6%；实现利润总额4.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4%；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4.07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6.61%；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量3.11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72%。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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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100,597,122.86 4,915,685,873.80 3.76 

营业成本 3,128,565,046.00 3,219,829,902.32 -2.83 

销售费用 1,183,119,195.39 881,587,119.27 34.20 

管理费用 336,277,684.02 294,224,840.62 14.29 

财务管理 14,550,967.69 18,004,846.36 -1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11,157,102.16 476,617,134.45 -34.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2,327,572.16 -1,820,908,825.42 98.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92,824,212.48 1,398,200,530.21 -113.79 

研发支出 99,195,657.02 78,953,478.33 25.64 

指标变动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34.20%， 主要是公司营销模

式变化，业务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长。 

1、收入和成本分析 

（1）主营业务份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口服剂 1,479,170,068.29 570,789,004.19 61.41 8.09 5.27 

增加1.04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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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剂 1,039,454,138.66 157,747,730.09 84.82 13.70 -9.43 

增加3.88个

百分点 

其他 44,125,782.02 31,906,137.39 27.69 -36.17 -50.66 

增 加 21.24

个百分点 

保 健 食 品

生产 

2,420,341.59 1,668,693.17 31.06 22.47 6.87 

增 加 10.06

个百分点 

医疗服务 650,371.90 381,325.97 41.37 -53.66 -55.86 

增加2.91个

百分点 

日用品 956,636.43 634,134.33 33.71 892.96 1,325.55 

减 少 20.12

个百分点 

药 品 批 发

与零售 

2,418,571,988.51 2,287,780,986.21 5.41 -2.91 -4.19 

增加1.26个

百分点 

合计 4,985,349,327.40 3,050,908,011.35 38.80 2.87 -3,80 

增加4.24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心 脑 血 管

治疗领域 

1,323,184,974.97 236,025,602.03 82.16 20.61 5.20 

增加2.61个

百分点 

骨科系列 201,997,372.49 77,389,763.46 61.69 -8.55 -2.92 

减少2.22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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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感染类 175,769,187.82 91,797,125.01 47.77 -7.41 1.95 

减少4.79个

百分点 

抗疟类 85,442,598.60 35,442,135.02 58.52 -33.36 -55.31 

增 加 20.45

个百分点 

舒肝类 114,217,088.29 17,909,537.42 84.32 6.30 8.55 

减少0.33个

百分点 

其他 662,138,766.80 301,878,708.73 54.41 8.85 3.71 

增加2.26个

百分点 

保 健 食 品

生产 

2,420,341.59 1,668,693.17 31.06 22.47 6.87 

增 加 10.06

个百分点 

医疗服务 650,371.90 381,325.97 41.37 -53.66 -55.86 

增加2.91个

百分点 

日用品 956,636.43 634,134.33 33.71 892.96 1,325.55 

减 少 20.12

个百分点 

药 品 批 发

与零售 

2,418,571,988.51 2,287,780,986.21 5.41 -2.91 -4.19 

增加1.26个

百分点 

合计 4,985,349,327.40 3,050,908,011.35 38.80 2.87 -3.80 

增加4.24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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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减（%） 

国内 4,841,209,783.37 2,984,799,694.06 38.35 2.71 -2.92 

增加3.58个

百分点 

国外 144,139,544.03 66,108,317.29 54.14 8.69 -31.64 

增 加 27.06

个百分点 

合计 4,985,349,327.40 3,050,908,011.35 38.80 2.87 -3.80 

增加4.24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从行业分类看，口服剂营业收入占工业营业收入

总额 25.19 亿元的 58.71%，进一步显现了公司从针剂转型为口服剂

的效果。口服剂及针剂产品持续保持收入及毛利率同增趋势；其他收

入下降，主要是诺华蒿甲醚原料采购下降影响，但由于该业务为来料

加工业务，对相关毛利无显著影响；医疗服务收入下降，受昆药医院

医保医疗定点支付机构资格被收回影响；日用品相关收入增加，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昆中药大健康产业持续扩大影响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合计8.52亿元，占全部

营业收入的16.71%。 

（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分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

比上年

增减

（%） 

销售量

比上年

增减

（%） 

库存量

比上年

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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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血塞通（冻干）（万支，

按200mg/支换算）  

8,794.02  7,684.37  1,235.89 110.05 15.95 456.91 

天麻素注射液（万支,按200mg/

支换算）  

4,961.87  4,854.70  419.18 0.99 -3.45 25.04 

血 塞 通 软 胶 囊 （ 万 粒 ， 按

100mg/粒换算）  

20,028.19  2,542.55  1,752.09 7.03 21.01 -60.13 

舒肝颗粒（万袋，3g/袋） 8,007.21  8,025.16  976.24 2.30 2.03 -2.11 

阿法迪三胶囊(万粒,按025μ g/

粒换算)  

11,363.43  2,216.13  758.13 -20.58 -8.13 -52.94 

产销量情况说明： 

注：以上药（产）品为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排名前五的药（产）

品（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产品均已包括在内）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本期生产量较上期增加110%，库存量

较上期增涨457%，主要系2015年生产车间技术改造认证，部分月份

停止生产影响； 

天麻素注射液：本期公司受国内各省份招标政策影响，销售量较

上期略有下降，生产量保持稳定，库存量较上年有所增加； 

血塞通软胶囊：公司调整营销策略，加强销售管理，优化产品销

售渠道，本期销售量较上年同期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由于市场销售较

好产能紧张，年末库存量较少； 

舒肝颗粒：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昆中药“黄金单品”产品，本期销

售较上年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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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迪三胶囊：受产品标准变更影响，部分月份停止生产，导致

本期生产量、销售量及库存量均出现下降。 

（3）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成本分析表 

分行业 

成本构

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总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医 药 工

业 

原辅料

包材 

567,491,881.39  18.60  580,063,309.69 18.29 -2.17 

 

 燃动力 37,765,112.75 1.24  37,222,322.40 1.17 1.46  

 人工费 63,168,216.96 2.07  59,936,239.89 1.89 5.39  

 

制造费

用 

92,017,660.57 3.02  103,880,078.87 3.28 -11.42 

 

小计  760,442,871.67 24.93  781,101,950.85 24.63 -2.64  

医 药 商

业 

外购成

本 

2,287,780,986.21  74.99 2,387,747,537.14 75.29 -4.19 

 

其他  2,684,153.47 0.09   2,469,659.43 0.08 8.69  

合计  3,050,908,011.35  100.00 3,171,319,147.42 100.00 -3.80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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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按产品难以划分成本构成，不适用分产品成本构成分析表。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7.47亿元，占全年采

购额的24.11%。 

2、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同比增减 

销售费用 1,183,119,195.39 881,587,119.27 34.20 

管理费用 336,277,684.02 294,224,840.62 14.29 

财务费用 14,550,967.69 18,004,846.36 -19.18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34.20%，主要是公司营销模式

变化，业务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长，以及实施精细化营销导致人工成本

增加；管理费用同比增长14.29%，主要是技术开发费投入增加及人工

成本增加；财务费用同比减少19.18%，主要是加强集团整体资金运营

能力，缩小外部借款规模，降低利息支出。  

3、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88,474,572.38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10,721,084.64  

研发投入合计 99,195,657.02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94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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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3.43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10.81  

公司2016年研发投入总额为9,919.57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1.94%，占工业收入比例为3.86%,母公司2016年研发投入总额为7,753

万元，占母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5.49%。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

入。 

4、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1亿元，同比减少34.72%，主

要是由于公司战略储备原材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32亿元，同比增加98.22%，

主要是2015年公司收购华方科泰、贝克诺顿股权款支出导致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3亿元，同比减少113.79%，

主要是2015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增加导

致。 

三、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6年年度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

产达54.02亿元，较2015年末增加4.54亿元，增幅为9.17%；净资产为

36.12亿元，较2015年末增加2.76亿元，增幅为8.28%，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35.58亿元，较2015年末增加2.46亿元，增幅为

7.42%。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51.01亿元，较2015年增加1.85亿元，

增幅为3.76%；实现净利润4.10亿元，较2014年减少0.22亿元，增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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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2016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540,226.33 494,827.10 9.17% 

负债合计 179,025.48 161,241.40 11.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权益合计 

355,753.34 331,176.06 7.42% 

股东权益合计 361,200.85 333,585.70 8.2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510,059.72 491,568.59 3.76% 

营业利润 42,430.75 46,541.86 -8.83% 

利润总额 48,092.68 50,591.49 -4.94% 

净利润 40,951.84 43,131.52 -5.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725.61 42,085.08 -3.2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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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15.71 47,661.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2.75 -182,090.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82.42 139,820.05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等相关费用后, 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已严

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3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总

额为29,765万元。根据发行人2016年年度报告及公司提供的相关内

容，报告期内，发行人使用募集资金16,765万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0万元。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年度内，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一次性发行的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于2015年7月29日正式起息，首个付息日为2016年7

月29日。本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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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9日按期足额支付。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在债券存续期内，东方金诚将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2个月内进

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

踪评级。 

2017年5月24日，东方金诚出具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

及“15昆药债”2017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维持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同时维持“15昆药

债”信用等级为AA。 

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如下： 

2015年11月3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续聘徐超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结束。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秘书未发生变动。 

2015年8月26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艾青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期限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15年11月3日，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续聘艾青

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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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发生变动。 

第八章 其它事项 

一、重大担保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新增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16年7月5

日与汇丰银行昆明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

制药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贷款、开立信用证、开具票据提

供总额度1,000万元担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7月11日与中国银行

昆明市西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

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昆明市西山支行开立信用证、开具票据提供总额度

9,000万元担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4月1日与中国银行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

司在中国银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的贷款、开立信用证、开具

票据提供总额度2,000万元担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7月14日与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酉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重庆华方武

陵山制药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酉阳支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总额度4,500万元担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9月27日与富滇银行

昆明广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

公司在富滇银行昆明广丰支行的贷款、开立信用证、开具票据提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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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1,000万元担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5月12日与汇丰银行昆明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在汇

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贷款、开立信用证、开具票据提供总额度1,000万

元担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3月1日与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

行昆明分行的贷款、开立信用证、开具票据提供总额度5,000万元担

保，期限1年；公司2016年11月30日与曲靖市商业银行昆明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在曲靖市商业

银行昆明分行的贷款、开立信用证、开具票据提供总额度2,000万元

担保，期限1年。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2016年度公司未有因未

决诉讼或仲裁而导致的预计负债情况。 

三、相关当事人 

2016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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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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