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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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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元”）与兰州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百灵”）

签订《产品研发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兰州百灵将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己有研

发技术有偿转让给浙江天元，双方基于兰州百灵现有的研究基础，进一步共同设计和研发四

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同时，浙江天元与西北民族大学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及相关补

充协议，西北民族大学为浙江天元提供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研发的技术服务，包括生

产用细胞库的建立，细胞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外源物污染、成瘤性和致瘤性检定，细胞生

物反应器片状载体培养和全悬浮培养技术，人员培训等技术与服务，助力浙江天元产品研发。 

现将上述合同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产品研发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 

甲方：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兰州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乙方将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己有研发技术有偿转让给甲方，甲、乙双方基于乙方

现有的研究基础，进一步共同设计和研发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 

二、双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为项目研究提供 12 套细胞培养罐至甲方的研发场地使用。取得临床试验批件后

视为甲方购买前期提供的 12 套细胞培养罐，并在 60 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设备款 400 万

元。如两年内没有取得临床试验批件，乙方收回前期提供的 12 套细胞培养罐，甲方不支付

设备使用费。 

2、乙方为项目提供研究所需的培养基及新生牛血清等研究材料（总价值 100万元人民币

以内）。 



 

3、乙方派驻 3-4 名项目技术研发骨干人员进入甲方提供的研发场地，与甲方人员共同

进行产品研发工作。乙方研发骨干人员派驻的第一阶段从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取得临床试验批

件;第二阶段为工艺放大阶段。合作研究期限从协议签订之日起不超过 5 年。 

4、甲方为项目提供研发场地、所需设施设备、研究物资和研究人员。 

5、甲方向乙方分期支付合作费用。 

6、双方在产品研发专业领域内的研究方案，需围绕临床申报开展，原则上以乙方己有研

究进展为基础，根据甲方提出的要求共同商量后期实验方案。 

三、收益分配及支付方式 

1、乙方有偿将前期研究成果、研究技术及资料转让给甲方，转让费共计 3,500万元，由

甲方分三期进行付款。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700万元;获得临床批件后

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1,400 万元;获得生产批件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

方 1,400 万元。 

2、在合作协议签订后，乙方在 30 日内将前期研究成果、研究技术及资料转让给甲方。

合同到期后，甲方仍有权使用乙方的前期研究成果、研究技术及资料。 

3、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上市后，乙方按甲方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年销售额的百

分比进行提成，如销售额小于 0.5 亿(含)，就不产生提成费用;销售额 0.5 亿元以上至 3 亿

元(含)按销售额的 2.1%提成；销售额 3 亿元以上至 5 亿元部分(含)按销售额的 2.8%提成;

销售额 5 亿元以上部分按销售额的 3.5%提成。提成年限为产品上市后 10 年(即 120 个月)，

在甲方每年度财务决算结束后的 60 日内完成付款。 

4、销售提成方式由甲方以奖金方式支付给乙方(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如甲方未及

时支付提成，乙方有权终止甲方本产品生产和销售。乙方终止期限为甲方未及时支付提成的

下一年度 3月 31日前。 

四、知识产权和保密约定 

1、本协议签署时，各方己有的知识产权归各方所有。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产

品、专利、科技支持、知识产权等所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技术归双方共同所有。 

2、乙方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研发技术，在国内最多支持三家公司生产，包括本

协议的甲方以及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外，如有转让给第三家公司，其技术转让

费由甲、乙双方以及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三家平均分配。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一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证监会及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规则、指导意见、指南、一惯性等信息披露原则、窗

口指导意见）等规定，以及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



 

机构）要求而需披露本协议相关信息外，未经对方的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协议内

容以及在合作过程中获知的对方保密信息（包括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泄露给第三方。 

4、协议终止后，协议双方仍需遵守本保密条款规定的保密义务，直至对方书面同意其解

除此项义务，或该保密信息己公开，不会因违反本保密条款而给对方造成损害时止。 

5、各方后期进行超过本协议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外的研发时，知识产权为各方所有。 

五、风险承担 

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确因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如该细胞基质存在的成瘤性及致瘤性等

不被国家认可)，导致合作研发项目失败的，或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已造

成的各方损失由各方自己承担，甲方不再支付剩余费用，乙方不退还甲方已经支付的费用，

本协议终止。 

六、违约责任 

双方约定违反本协议条款的行为视为违约。若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可自行决定终

止本协议，并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实际造成的经

济损失、预期可得利益以及为追索经济赔偿所支出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七、争议解决方式 

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

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技术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 

甲方：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乙方：西北民族大学 

一、服务内容 

乙方为甲方提供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研发的技术服务，包括生产用细胞库的建立，

细胞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外源物污染、成瘤性和致瘤性检定，细胞生物反应器片状载体培

养和全悬浮培养技术，人员培训等技术与服务，助力甲方产品研发。 

二、双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 

（1）有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研发的决策权。 

（2）提供研发场地，配备研发设施设备、物资及人员，承担研发费用，为乙方支付技术

服务费用。 



 

2、乙方 

（1）有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研发的参与权。 

（2）根据甲方研发工作需求，服务甲方研发工作。 

三、技术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300 万元。 

2、获得临床批件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600 万元。 

3、获得生产批件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600 万元。 

四、知识产权和保密约定 

1、本协议签署时，各方已有的知识产权归各方所有。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产

品、专利、科技支持、知识产权等所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技术归双方共同所有。 

2、乙方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研发技术，在国内最多支持三家公司生产，包括本

协议的甲方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外，如有转让给第三家公司，其投术转让费

由甲、乙双方以及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三家平均分配。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一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证监会及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规则、指导意见、指南、一惯性等信息披露原则、窗

口指导意见）等规定，以及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

机构）要求而需披露本协议相关信息外，未经对方的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协议内

容以及在合作过程中获知的对方保密信息（包括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泄露给第三方。 

4、协议终止后，协议双方仍需遵守本保密条款规定的保密义务，直至对方书面同意其解

除此项义务，或该保密信息已公开，不会因违反本保密条款而给对方造成损害时止。 

5、各方后期进行超过本协议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外的研发时，知识产权为各方所有。 

五、风险承担 

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确因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合作研发项目失败的，或因不可

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已造成的各方损失由各方自己承担，甲方不再支付剩余费

用，乙方不退还甲方已经支付的费用，本协议终止。 

六、违约责任 

双方约定违反本协议条款的行为视为违约。若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可自行决定终

止本协议，并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实际造成的经

济损失、预期可得利益以及为追索经济赔偿所支出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七、争议解决方式 

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



 

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交易双方当事人情况 

1、名称：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拾亿陆仟陆佰捌拾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 56号 

成立日期：1986年 12 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张翊 

营业期限：1986年 12 月 19日至 2052年 12月 19日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体外诊断剂盒、

疫苗（小容量注射剂）的开发，销售自产产品，生物药品开发，疫苗和生物药品相关产品的

推广服务、咨询服务、研发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不含诊疗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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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天元总资产 25,962.38 万元，负债总额

1,849.63万元，净资产 24,112.75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76万元，净利润-7,009.61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浙江天元总资产 28,827.59 万元，负债总额 8,198.54万元，净

资产 20,629.04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1,451.80 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2、名称：兰州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 575号(大学科技园 1号楼 3楼) 

成立日期：2010年 03 月 09日 

法定代表人：马忠仁 

营业期限：2010年 03 月 09日至 2035年 03月 08日 

经营范围：培养基、胰酶、介质、微载体的研发、生产、销售；中医药、生化试剂、生

物制品、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培训、服务；经营本公司科研、生产所需的动



 

物血清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研制开发的技术和

生产的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动物血清产品的委托

加工业务；销售本公司开发的产品、动物血清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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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兰州百灵总资产 2,795万元，负债总额 688万

元，净资产 2,10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3 万元，净利润-162 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兰州百灵总资产 2,756 万元，负债总额 686万元，净资产 2,070

万元，2020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63万元，净利润-37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兰州百灵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名称：西北民族大学 

开办资金：12,393万元 

举办单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西北新村 1号 

法定代表人：郭郁烈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少数民族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哲学类、经济学类、

法学类、教育学类、文学类、历史学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管理学类学科

中等专科、高等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相关科学研究、继

续教育、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西北民族大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为 48,172万元，

2019 年中国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为 96,720 万元，较 2018年增长 101%。 

本次浙江天元与第三方签订上述合同，有利于扩大公司药品研发能力和范围，节约公司

研发成本，分摊研发风险，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公司药品临床试验的时间和成本，保障项目的

顺利进行。本次《产品研发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金额不会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且合同均以上述药品获准上市为目标，将

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

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