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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正医药研究院”）签署《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以

下统称“《技术转让合同》”）。方正医药研究院拟以排他方式将“一种盐酸莫

西沙星及其对映异构体的分离测定方法”、“盐酸莫西沙星中酒石酸残留量检测

方法”和“盐酸莫西沙星中L-(+)-酒石酸的检测方法”的专利权及盐酸莫西沙

星原料、注射液、氯化钠注射液研究资料（以下简称“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

组”）许可给公司，许可期限为2020年4月17日至2034年6月19日。若公司在2021

年12月31日前顺利获得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则许可实施使用费

为2,350万元（含税）；若公司在2021年12月31日前未能获得莫西沙星氯化钠注

射液药品注册批件，则许可实施使用费为2,090万元（含税）。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方正医药研究院为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的

全资子公司，而公司控股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北大医疗全资子公

司，且北大医疗持有公司11.80%的股份，故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方正医药研究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的董事会表决情况为：同意 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票，回避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宋金松、袁平东、范晶、孙建、

任甄华和毛润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

立意见。该议案的监事会表决情况为：同意 3票，回避 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监事胡继东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宋金松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79602576B 

5、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生命园路 8 号北大医疗产业园 15 号楼 7

层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4日 

8、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研究开发（药品生产除外）、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项目投资；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需到区商委

备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3月 

营业收入              1,311.93                   1.51  

净利润                -52.25                 -79.62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9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7,559.93              27,685.62  

净资产                919.28                 839.66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10、北大医疗持有方正医药研究院100%股权，北大医疗持有公司股权11.80%，

公司与方正医药研究院构成关联关系。 

11、方正医药研究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用于生产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盐酸莫西沙星注射

液、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公司已取得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

件，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20193431”；截止目前，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药品注册批件正在申请中。 

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终端产品为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盐酸莫西沙星氯

化钠注射液，是最新一代（第四代）喹诺酮类广谱抗菌药，其具体情况如下： 

（1）剂型 

注射液：20ml:莫西沙星0.4g （以下简称“水针”）； 

氯化钠注射液：250ml：莫西沙星0.4g:氯化钠2g（玻璃瓶包装）（以下简称

“大输液”）。 

（2）适应症 

治疗患有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成人（≥18岁）。如急性细菌性鼻窦炎、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社区获得性肺炎、以及复杂和非复杂性皮肤和软组织感

染、复杂腹膜内感染。 

（3）药理毒性 

本品为第四代喹诺酮类广谱抗菌药，是广谱和具有抗菌活性的8-甲氧基氟喹

诺酮类抗菌药。莫西沙星在体外显示出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厌氧菌、抗

酸菌和非典型微生物如支原体、衣原体和军团菌有广谱抗菌活性。抗菌机制为干

扰Ⅱ、Ⅳ拓扑异构酶（拓扑异构酶是控制DNA拓扑和DNA复制、修复和转录中的关

键酶）。莫西沙星在体内活性高。  

（4）药代动力学 

莫西沙星口服后吸收良好，生物利用度约90%。达峰时0.5～4小时。莫西沙

星给药不受进食影响。半衰期达12小时。同服二、三价阳离子抗酸药可明显减少

吸收。不经细胞色素P450酶代谢。减少了药物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肾脏代谢45%，

肝脏代谢52%，仅有20%以原形从尿中排泄，肾功能损害和轻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

无需调整剂量。 



（5）基药、医保、分级管理 

政策名称 剂型 备注 

2018年国家基药 片剂、大输液 
 

2019年国家医保乙类 

片剂 限二线用药 

滴眼液 限二线用药； 

水针、大输液 

限有明确药敏试验证据的如下感染:急性窦炎、

下呼吸道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腹腔感

染 

抗生素分级管理 限制使用级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经

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授予限制使用级抗菌药

物处方权。 

（6）特点 

莫西沙星为第四代喹诺酮类广谱抗菌药，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性强、半衰期

长、在体内活性强、不良反应少、不易产生耐药并对常见耐药菌有效、安全性高

等优点，其抗菌谱覆盖全部呼吸道主要致病菌，是呼吸科常用药。 

（7）主要竞争产品对比分析 

1）广谱抗菌药对比分析 

莫西沙星是第四代喹诺酮类超广谱抗菌药，美罗培南则是广谱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头孢哌酮舒巴坦为第三代头孢菌素头孢哌酮和酶抑制剂舒巴坦的复合制

剂，三种药物都是广谱抗菌药。 

孢哌酮舒巴坦对流感杆菌、产气杆菌、摩根杆菌、类杆菌、大肠杆菌、氟劳

地枸橼酸杆菌、阴沟肠杆菌、不动杆菌、肺炎杆菌等有较好的敏感性，主要用于

由敏感菌引起的呼吸系统，临床用药方面与莫西沙星存在竞争的可能性不大；美

罗培南革兰阳性需氧菌、革兰阴性需氧菌、厌氧菌等有较好的敏感性，限多重耐

药的重症感染治疗，在临床上可与莫西沙星联合用药，因此莫西沙星存在竞争的

可能性不大。 

2）呼吸喹诺酮类药物对比分析 

①左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都被称之为呼吸喹诺酮类，这是因为该类药物在肺

组织中浓度高，相比而言莫西沙星在肺泡组织中浓度高于左氧氟沙星； 

②莫西与其相比，生物利用度稍低（左氧99%，莫西91%），但是左氧氟沙星

主要通过肾脏代谢，莫西沙星通过肝肾双通道，减轻肾脏负担； 

③莫西沙星半衰期长于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12小时，左氧氟沙星6小时），

莫西沙星通常1日1次用药，左氧氟沙星通常一日2次用药，莫西沙星依从性更好； 



④莫西沙星相比左氧氟沙星抗菌谱更广，除了阳性球菌、阴性杆菌，它对非

典型病原体如支原体、军团菌以及厌氧菌作用效果要强于左氧氟沙星，临床主要

用于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医院获得性肺炎； 

⑤从临床效果来看，莫西沙星要优于左氧氟沙星，主要原因是莫西沙星抗菌

谱广，而且由于左氧氟沙星上市时间已久，使用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有些细菌

已经对其出现了严重的耐药现象，如大肠杆菌耐药率超过了60%，莫西沙星上市

晚，使用时间短，目前细菌对其耐药率还是比较低的； 

⑥也有一些关于莫西沙星与左氧氟沙星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对比

等文献研究显示，莫西沙星对细菌清除率和总疗效要高于左氧氟沙星； 

⑦左氧氟沙星为国家基药且为医保甲类，无使用限制；莫西沙星仅片剂和大

输液为国家基药、水针、大输液为医保乙类，用药有明确的限制并实行分级管理。 

⑧左氧氟沙星是目前国内用量最大的喹诺酮类抗生素，上市使用多年，销售

价格低，其临床认可度高；莫西沙星是国内销售额最大的喹诺酮类抗生素，上市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方正医药

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的盐酸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的排他使用权评估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20]099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月31日，经评

估，如果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顺利取得药品注册批件，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

组的排他使用权评估价值为2,350万元；如果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未能取得药

品注册批件，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的排他使用权评估价值为2,090万元。本

次交易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基础，交易价格

的确定公平公允。 

五、合同的主要内容 

《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项目名称及合同主体 

项目名称：“一种盐酸莫西沙星及其对映异构体的分离测定方法”、“盐酸

莫西沙星中酒石酸残留量检测方法”和“盐酸莫西沙星中L-(+)-酒石酸的检测

方法” 

被许可方（甲方）：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许可方（乙方）：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2、合同主要条款 

（1）乙方以排他方式许可甲方实施其所拥有的“一种盐酸莫西沙星及其对

映异构体的分离测定方法”、“盐酸莫西沙星中酒石酸残留量检测方法”和“盐

酸莫西沙星中L-(+)-酒石酸的检测方法”专利权及盐酸莫西沙星原料、注射液、

氯化钠注射液研究资料，甲方支付相应的实施许可使用费。 

（2）合同许可实施的专利权： 

1）一种盐酸莫西沙星及其对映异构体的分离测定方法，为发明专利；发明

人：易崇勤、朱丹、崔畅、郭欲晓、郑少辉、苏强；专利权人为北大方正集团有

限公司、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专利授权日：

2015年09月30日；专利号：ZL 2012 1 0236984.4；专利有效期限：二十年。 

2）盐酸莫西沙星中酒石酸残留量检测方法，为发明专利；发明人：易崇勤、

兰静、郑少辉、郭欲晓，专利权人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方正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专利授权日：2017年08月25日；专利号：

ZL 2014 1 0105498.8；专利有效期限：二十年。 

3）盐酸莫西沙星中L-(+)-酒石酸的检测方法，为发明专利；发明人：易崇

勤、兰静、郑少辉、郭欲晓，专利权人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方正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专利授

权日：2017年07月04日，专利号：ZL 2014 1 0280084.9，专利有效期限：二十

年。 

（3）乙方许可甲方以如下范围、方式和期限实施本项专利： 

1）实施方式：排他方式； 

2）实施范围：全国； 

3）实施期限：2020年4月17日至2034年6月19日。 

4)乙方向甲方移交与实施本项专利有关的技术秘密： 

技术秘密的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交其所拥有的“一种盐酸莫西沙星及其对映

异构体的分离测定方法”、“盐酸莫西沙星中酒石酸残留量检测方法”和“盐酸

莫西沙星中L-(+)-酒石酸的检测方法”的发明专利技术；盐酸莫西沙星原料研究

资料；盐酸莫西沙星注射液研究资料；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研究资料。 

（4）甲方向乙方支付实施该项专利权使用费及支付方式为： 

1）许可实施使用费金额分以下情况： 



①若甲方在2021年12月31日前顺利获得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药品注册批

件，则许可实施使用费为2,350万元（含税）； 

②若甲方在2021年12月31日前未能获得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药品注册批

件，则许可实施使用费为2,090万元（含税）。 

2）许可实施使用费由甲方分三次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首期款

在本合同签订后10日内支付1,045万元；二期款在甲方按本合同约定验收合格且

收到乙方通知后10日内支付1,045万元；剩余款项(如有)在甲方获得莫西沙星氯

化钠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批件获得时间最晚不得迟于2021年12月31日）且收到

乙方通知后10日内支付。 

（5）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

可以解除本合同：1）如瘟疫、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社会动荡等；2）

国家政策重大变更，现有专利技术不符合要求；3）原研勒令退市等。 

（6）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

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目的和影响 

公司取得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助推

公司早日取得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从而丰富公司产品管

线。同时，相关专利权的取得有利于保证公司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不存在权利

瑕疵，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改善盈利结构。 

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 1,625.9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已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事先提供了相关材料，经认真审阅，我们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交易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的评估值为基础，交易价格的确定公平公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该事项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取得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助推

公司早日取得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从而丰富公司产品管

线。同时，相关专利权的取得有利于保证公司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不存在权利

瑕疵，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改善盈利结构。这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对本事项无异议。 

九、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取得莫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助推公司早日取得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药品注册

批件，从而丰富公司产品管线。同时，相关专利权的取得有利于保证公司相关产

品的生产、销售不存在权利瑕疵，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改善盈利结构。 

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5、监事会审核意见； 

6、《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7、《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方正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的盐酸莫

西沙星相关无形资产组的排他使用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