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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UNANFANGS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1-016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转让药品生产技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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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3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南博大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博大”）分别

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小熊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猫药业”）签

订了《品种转让协议》（以下将公司与小熊猫药业签订的《品种转让协议》简称

“《品种转让协议 1》”、海南博大与小熊猫药业签订的《品种转让协议》简称“《品

种转让协议 2》”），决定分别以人民币 395 万元转让“小儿喜食咀嚼片”、“黄柏

胶囊”、“枸橼酸铋钾颗粒”3个药品品种的所有权、以人民币 5万元转让“炎立

消胶囊”药品品种的所有权，上述药品品种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该品种的研制原

始资料、药品处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再注册资料及新药证书等生产技术和

知识产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未达到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且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无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1 年 2 月 3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南博大分别与公司

控股子公司小熊猫药业签订了《品种转让协议 1》、《品种转让协

议 2》，决定分别以人民币 395万元转让“小儿喜食咀嚼片”、“黄

柏胶囊”、“枸橼酸铋钾颗粒”3个药品品种的所有权、以人民币

5 万元转让“炎立消胶囊”药品品种的所有权。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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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1、标的基本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剂型 批准文号 

1 小儿喜食咀嚼片 每片重0.5g 片剂 国药准字Z20080166 

2 黄柏胶囊 每粒装0.35g(相当于原药材1g) 硬胶囊剂 国药准字Z20044158 

3 枸橼酸铋钾颗粒 1.2g:110mg铋 颗粒剂 国药准字H43021104 

4 炎立消胶囊 每粒装0.25g 胶囊剂 国药准字Z20093034 

2、药品相关情况 

1）小儿喜食咀嚼片，具有健脾、消食、化积的功效，用于

治疗小儿单纯性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及消化不良引起的腹泻。 

2）黄柏胶囊，具有清热燥湿，泻火除蒸，解毒疗疮的功效。

用于湿热泻痢、黄疸、带下、热淋、脚气、痿、骨蒸劳热、盗汗、

遗精、疮疡肿毒、湿疹瘙痒等证候者。 

3）枸橼酸铋钾颗粒，用于慢性胃炎及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

胃痛、胃灼热感（烧心）和反酸证候者。 

4）炎立消胶囊，具有清热解毒、消炎的功效，用于属于热

证的细菌性痢疾、急性扁桃体炎、急慢性支气管炎、急性肠胃炎、

急性乳腺炎等感染性疾病。 

3、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1）小儿喜食咀嚼片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内方面，小儿喜食咀嚼片为公司全国独家药品，暂无相关

市场数据。 

2）黄柏胶囊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内方面，经公司查询，黄柏胶囊有 29 家已获得生产批文

的企业，大部分生产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露相关

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厂

家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

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 

3）枸橼酸铋钾颗粒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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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经公司查询，枸橼酸铋钾颗粒有 46 家已获得生

产批文的企业，大部分生产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

露相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

生产厂家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

数据，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 

4）炎立消胶囊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内方面，经公司查询，炎立消胶囊有 54 家已获得生产批

文的企业，大部分生产厂家属于非上市公司，其网站并未披露相

关生产、销售数据；而属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企业的生产

厂家并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生产、销售数

据，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相关数据。 

经查询，国外市场尚无小儿喜食咀嚼片、黄柏胶囊、枸橼酸

铋钾颗粒、炎立消胶囊的相关生产、销售数据。 

4、药品销售情况 
  2020 年 2019 年 

小儿喜食咀嚼片 
销售数量（万盒） 0.07  5.76  

销售金额（万元） 1.31  28.38  

黄柏胶囊 
销售数量（万盒） 0.05  0  

销售金额（万元） 0.16  0  

枸橼酸铋钾颗粒 
销售数量（万盒） 0  0  

销售金额（万元） 0  0  

炎立消胶囊 
销售数量（万盒） 0  0  

销售金额（万元） 0  0  

5、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品种转让价格合计为 400万

元，具体如下表： 

序号 药品名称 价格 

1 小儿喜食咀嚼片 385万元 

2 黄柏胶囊 5万元 

3 枸橼酸铋钾颗粒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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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炎立消胶囊 5万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20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41.57 

所有者权益 662.69 

项目/年度 2020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47.31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一）《品种转让协议 1》主要条款 

甲方：方盛制药，乙方：小熊猫药业； 

1、转让标的 

甲方作为黄柏胶囊、枸橼酸铋钾颗粒、小儿喜食咀嚼片的

药品批准文号持有者，拟向乙方转让上述药品的批准文号及相

关技术。上述药品的批准文号信息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生产单位 规格 剂型 批准文号 

1 黄柏胶囊 方盛制药 每粒装0.35g（相当于原药材1g） 硬胶囊剂 国药准字Z20044158 

2 枸橼酸铋钾颗粒 方盛制药 1.2g:110mg铋 颗粒剂 国药准字H43021104 

3 小儿喜食咀嚼片 方盛制药 每片重0.5g 片剂 国药准字Z20080166 

名称 重庆小熊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北培区云禾路 62号第一层 104、106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139RYXY 

法定代表人 张海源 

注册资本 1,000 万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 8月 12日 

经营期限 2020年 8月 12日至永久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

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药品委托生产，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等 

股东情况 
方盛制药（认缴 510 万元，持股比例 51%）、重庆聚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认缴

490万元，持股比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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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药品的转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变更上述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主体（上述药品批准文号由甲方转让给乙方）、转让上述

药品相关技术，但不包括甲方自身或转让上述药品涉及的债权债

务。 

2、转让价格 

小儿喜食咀嚼片药品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85万元（大写：叁

佰捌拾伍万元整）；黄柏胶囊药品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 万元（大

写：伍万元整）；枸橼酸铋钾颗粒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 万元（大

写：伍万元整）；上述药品的转让价格共计人民币 395 万元（大

写：叁佰玖拾伍万元整），该转让价格为含税价。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转让上述药品品种批文及相关

技术。经甲方书面许可后，乙方方可转让。乙方对外转让上述药

品品种批文及生产技术的收益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3、争议解决方式 

如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

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品种转让协议2》主要条款 

甲方：海南博大，乙方：小熊猫药业； 

1、转让标的 

甲方作为炎立消胶囊的药品批准文号持有者，拟向乙方转让

该药品的批准文号及相关技术。该药品的批准文号信息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生产单位 规格 剂型 批准文号 

1 炎立消胶囊 海南博大制药厂 每粒装0.25g 胶囊剂 国药准字Z20093034 

该药品的转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变更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主体（该药品批准文号由甲方转让给乙方）、转让该药品相关

技术，但不包括甲方自身或转让该药品涉及的债权债务。  

2、转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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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药品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 万元（大写：伍万元整），该

转让价格为含税价。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转让该药品品种批文及生产技

术。经甲方书面许可后，乙方方可转让。乙方对外转让上述药品

品种批文及生产技术的收益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3、争议解决方式 

同上“三、合同的主要条款（一）《品种转让协议1》主要

条款3、争议解决方式”。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转让的药品，近年来销售总额占其营业收入总额比

重较小，绝对金额不大，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本次药品转让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小熊猫药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凭借“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大力

推进“生产+销售”一体化的运营模式进程。 

本次转让预计将产生一定的转让收益，且将优化公司及海南

博大产品结构，亦将促使其更好地实施“集中核心资源打造大产

品”的营销策略，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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