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 乃 要 件  請 即 處 理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證券機構、銀
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證券出售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函及委任
代表表格及回條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證券機構或其他代
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iChang HEC ChangJi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558）

關連交易

工程承包協議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

獨立財務顧問

董事會函件載於本通函第 4至第 13頁。嘉林資本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及推薦建議之
函件，載於本通函第 15至 24頁，而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載於本通函第 14頁。

有關臨時股東大會之通告及委任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委任代表表格已於 2017年 3月 3日寄發予
股東。無論 閣下是否出席此次臨時股東大會，均務請根據相關指示，填妥委任代表表格，並盡早
交回，且無論如何最遲須於本次臨時股東大會指定召開時間 24小時前交回（即 2017年 4月 27日（星期
四）上午 10時前）。填妥並交回委任代表表格對 閣下親臨臨時股東大會或任何其他延期召開之會議
上投票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填妥及交回委任代表表格後， 閣下屆時仍可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
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2017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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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原料藥」 指 活性藥物原料，製造藥品時所用的物質或物質組合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或「我們」 指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 2015年 5

月 11日作為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之已發行普通

股，以人民幣認購或入賬列為繳足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 2017年 4月 28日上午 10時正舉行的第二次

臨時股東大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之普通股，於聯

交所上市並以港元認購及買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成立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唐建新先生、付海亮

先生及李志明先生組成），以就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

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嘉林資本」

指 嘉林資本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

例第 571章）可從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

管活動的持牌法團，就工程承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作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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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股東」 指 除母公司以外之股東，且彼等並不參與工程承包協議

項下擬進行之建議關連交易或並無於其中擁有權益

「獨立第三方」 指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與本公司並無關連

之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17年 3月 17日，即本通函刊發前確定當中所載若干

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台灣

「母公司」 指 宜昌東陽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股

東

「工程承包協議」 指 本公司與宜都建築於 2017年 2月 24日訂立的工程承包

協議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12月 15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經不時修訂及修改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

「股東」 指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

「深圳東陽光實業」 指 深圳市東陽光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之公司，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母公司持有約

75.00%股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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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建築」 指 宜都山城水都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之公司並為深圳東陽光實業的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在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詞彙「關連人士」、「關連交易」及「附屬公司」具有上
市規則賦予該等詞彙之涵義（經聯交所不時修改）。

本通函所載之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作出四捨五入調整。因此，若干表格中總計一
欄所示之數字未必為其上數字之算術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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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Chang HEC ChangJi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558）

董事會： 註冊辦事處及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執行董事： 中國

蔣均才先生 湖北省

王丹津先生 宜昌宜都市

陳燕桂先生 濱江路 38號

非執行董事：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唐新發先生（主席） 香港

朱英偉先生 灣仔

毛杰先生 皇后大道東 28號

金鐘匯中心 18樓

獨立非執行董事：
唐建新先生

付海亮先生

李志明先生

敬啟者：

關連交易

工程承包協議

I. 緒言

吾等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2月 24日有關（其中包括）工程承包協議之公告。本通函

旨在為 閣下提供 (i)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之進一步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

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之推薦意見；(iii)獨立財務顧問嘉林資本就工程承包協議項

下建議關連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發出之意見函件；及 (iv)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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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程承包協議

1. 背景資料

茲提述招股章程，為在宜都基地三號地擴建醫藥產品生產工廠（「擴建工程」）及在宜都

基地三號地興建新的胰島素生產工廠（「建築工程」），本公司已就上述兩項工程進行招標程

序。完成招標程序及相關審查程序後，本公司決定委聘中標人宜都建築為擴建工程及建築

工程的承包商。於 2017年 2月 24日，本公司與宜都建築就擴建工程及建築工程的詳細條款

及條件訂立工程承包協議。

2. 招標程序及評標條件

就擴建工程及建築工程而言，本公司於 2017年 1月 9日至 2017年 2月 13日之間安排了

邀請招標程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及《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

就邀請招標而言，招標人應當向最少三家具備承擔施工招標專案的能力、資信良好的特定

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發出投標邀請書。本公司進行的招標程序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

在挑選潛在投標人時，本公司已諮詢宜都市建築企業聯合會（由地方建築企業聯合成立

的地區性建築聯合會），並在考慮（其中包括）建築公司的牌照及資質、相關行業經驗、業

務規模、管理層團隊的規模及成員、彼等於相關行業的聲譽以及對本公司業務的熟悉程度

後，本公司邀請三名潛在投標人競標，包括兩家獨立建築公司及宜都建築。三名潛在投標

人均為具備符合本公司有關招標程序的內部規定（「內部規定」）要求的相關建築資格及具備

承接可比較工業建築項目經驗的當地著名建築公司。

為釐定中標人，本公司已根據內部規定成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評標委員會，包括本公

司負責胰島素生產工廠的副總經理、本公司建築部、財務部、生產及規劃部的主管，及具

備土木工程資格且於項目建設有豐富經驗的外聘專家。本公司相信，評標委員會成員的多

元均衡背景和經驗將有利於招標過程公平進行。評標委員會根據以下準則評估每位潛在投

標人：

(i) 所遞交投標文件的質量：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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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投標人的資質及相關經驗：15分；

(iii) 建築工程的時間及質量：15分；

(iv) 建築計劃、分配至工程的資源以及環保及安全保證措施：20分；及

(v) 投標價：40分。倘投標者提供的價格較低，該投標人將獲得較高分數。

根據評標委員會的評審結果，宜都建築於所有投標人中獲最高綜合評分。因此，宜都

建築為此次招標的中標人。評審結果由本公司總經理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審議及審批。

3. 工程承包協議的主要條款

建築範圍

根據工程承包協議，宜都建築向本公司提供建築服務，包括在宜都基地三號地擴建本

公司的醫藥產品生產工廠及為本公司在宜都基地三號地興建新的胰島素生產工廠以及若干

維護服務。建築項目的詳情載於下文「代價及定價政策」。

建築期限

擴建工程將於 2017年 5月展開，而其主體結構預期於 2017年 12月前完成。建築工程將

於 2017年 10月展開，而其主體結構預期於 2018年 4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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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及定價政策

工程承包協議項下的代價總額將為人民幣 225,000,000元，包括擴建工程人民幣

138,000,000元及建築工程人民幣 87,000,000元。兩項工程的代價及各建築項目的詳細明細

載列於下表：

(i) 擴建工程

編號 項目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報價

（人民幣）

1 質量控制中心 9,854.42 19,812,700.46

2 製劑工廠及技術中心 20,873 47,725,259.91

3 顆粒生產中心 9,307.3 17,890,122.82

4 噴霧乾燥車間 1,209.23 2,410,077.54

5 公用工程中心 3,053 5,954,580.94

6 綜合倉庫 16,996.6 32,426,759.50

7 危險品倉庫 741.76 1,699,726.00

8 連廊（一） 429.79 1,059,998.00

9 連廊（二） 369.75 849,044.00

10 附屬工程 — 6,704,924.00

11 消防水池 2,339.28 796,457.00

12 污水收集站及初期雨水收集池 4,073.76 1,393,017.00

價格總額 138,722,667

折扣後價格總額 13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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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築工程

編號 項目

建築面積

（平方米）

報價

（人民幣）

1 危險品倉庫 720 87,100,903.49

2 連廊（一） 793.68 1,656,289.00

3 連廊（二） 824.64 1,977,141.00

4 附屬工程 — 2,036,473.00

5 污水收集站及雨水池 4,911.75 3,967,532.00

6 檢測、監控及水泵房 126 1,675,841.00

7 溶劑回收 2,500 253,319.00

8 回收棚 843.64 3,857,047.00

9 胰島素綜合倉庫 18,000 869,509.00

10 原料藥生產工廠 14,580 29,934,365.31

11 綜合樓 8,140 25,104,132.70

價格總額 87,100,903

折扣後價格總額 87,000,000

工程承包協議項下的代價為中標人宜都建築在擴建工程及建築工程招標時所提供的投

標價，優於其他兩名獨立第三方承包商所提供的價格。

訂約方亦同意參考《湖北省建築工程消耗量定額及統一基價表》（「《消耗量定額及統一基

價表》」）按照實際完成工作量調整費用，該表由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於 2008年發佈，

並於 2013年更新。《消耗量定額及統一基價表》載列每個應收費用類別及計算每個類別不同

情形下費用的公式，為計算服務費用提供預定公式。

付款安排

根據工程承包協議，就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各項工程：

(i) 本公司將每月支付工程進度款項，相等於該月已完成工程工作的 80%；

(ii) 各項建築工程完成後，本公司將支付至代價總額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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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築工程竣工驗收且宜都建築交付完整合格的工程文件後 30日內，本公司將支付

至代價總額的 95%；及

(iv) 其餘 5%代價將保留作質量保證金，將由本公司於緊隨竣工驗收簽署後日期滿一年

後一個月內支付，前提是宜都建築已完成所有質保工作。

 

4. 有關本公司於宜都的生產設施的資料

在對本公司醫藥產品的市場需求不斷增加的推動下，過去數年本公司的片劑、顆粒劑

及膠囊的銷量持續增長。預期宜都基地一號地生產設施目前的片劑、顆粒劑及膠囊產能無

法滿足本公司未來生產計劃所需。因此，本公司擬擴建宜都基地三號地的醫藥產品生產工

廠（目前僅可支持生產胰島素相關產品），藉以提高片劑、顆粒劑及膠囊的產能。

宜都基地一號地

宜都基地一號地位於中國湖北省宜都市濱江路 38號，是本公司的主要生產設施，目前

生產本公司旗下所有口服固體製劑（即片劑、顆粒劑及膠囊）。下表分別概述 2014年、2015

年及 2016年年度宜都基地一號地的產能、產量及使用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產品 單位

設計

產能 1 實際產量

使用率

(%)

設計

產能 1 實際產量

使用率

(%)

設計

產能 1

實際

產量

使用率

(%)

片劑 2 100,000片 6,000 5,210 86.80% 6,000 4,842 80.70% 6,000 3,460 57.6%

顆粒劑 2 100,000包 800 323 40.40% 1,000 894 89.40% 2,500 1,950 78.00%

膠囊 2 100,000粒 3,000 466 15.50% 3,000 540 18.00% 3,000 368 12.26%

凍乾粉注射劑 3 100,000瓶 200 4.30 2.20% 200 0.10 0.10% 2,000 0 0.00%

原料藥 噸 3.10 1.30 41.90% 3.10 3.05 98.29% 3.10 2.82 91.11%

附註：

1. 生產線的設計產能乃根據每年 280個有效生產天數和每天 16小時生產時間，及假設並無機械故
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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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有兩條生產線可改裝成生產片劑、顆粒劑或膠囊。為釐定設計產能，我們已假設：(a)生產
線 1（按每年 280個有效生產天數和每天 16小時生產時間）全用作生產片劑；及 (b)生產線 2（按
每個有效生產天數 16小時的生產時間）分成每年 160個有效生產天數用作生產顆粒劑及每年 120

個有效生產天數用作生產膠囊。

3. 我們的凍乾粉注射劑產能較低是由於該產品在往績記錄期間並非我們的主要產品。然而，我們
有意在若干未來注射劑產品開始商業生產後提高本生產線的使用率。

宜都基地三號地

宜都基地三號地位於中國宜都市陸城鎮寶塔灣村東陽光 3號地，是本公司胰島素相關產

品的主要生產設施。宜都基地三號地仍在進一步建築及擴建中，且本公司擬繼續使用宜都

基地三號地作為以重組人胰島素為基礎的產品的生產設施

本公司正在開發三種類型的胰島素原料藥（重組人胰島素、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

素），預期可開發成六種不同的制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就兩種類型的胰島素

原料藥（即重組人胰島素及甘精胰島素）取得臨床試驗批准，而本公司的門冬胰島素則處於

臨床試驗階段。本公司預期於 2017年 5月前就門冬胰島素取得臨床試驗批准，以及於 2018

年年底前獲准進行胰島素原料藥的商業生產。由於宜都基地三號地現有的胰島素原料藥生

產設施只能夠支持重組人胰島素的商業生產，無法大量生產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本

公司計劃建設一個新胰島素原料藥生產工廠，以支持胰島素原料藥開始進行商業生產時的

生產計劃所需。

5. 訂立工程承包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如上文所述，本公司預期自 2018年年底起開始胰島素原料藥的商業生產。透過建築工

程，本公司計劃在現有重組人胰島素生產設施的基礎上建立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相關

生產能力。透過擴建工程，本公司將能夠提升其生產工廠的產能，以滿足市場對其醫藥產

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及擴大其未來的產品組合。

通過招標程序，本公司審查了投標人提交的投標文件。基於本公司評標委員會的評審

結果，本公司選擇宜都建築作為承包商，原因是宜都建築於所有投標人中獲最高綜合評

分。由於本公司以往曾委聘宜都建築提供建築服務（更多詳情載於招股章程「關連交易」一

節），因為其較其他獨立第三方更為熟悉我們的業務，本公司亦預期宜都建築能夠於相對較

短時間內完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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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工程承包協議項下的建議交易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

如有關工程承包協議項下擬進行之關聯交易的決議案未在臨時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

批准，本公司將重新啟動擴建工程及建築工程的招標程序並按照公司章程和內部規定的要

求邀請三名獨立第三方投標人。

6.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母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約 50.04%股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鑒於深圳東陽光實業直接及間接控制母公司約 75.00%股

權，故為母公司之控股公司，因此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宜都建築為深圳東陽光

實業的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工程承包

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工程承包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高於 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該等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以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由於唐新發先生及朱英偉先生各自於母公司擔任職務，彼等被視為擁有重大利益，均

已就批准工程承包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7. 有關各訂約方的資料

a)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專注於抗病毒、內分泌及代謝類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等治療領域醫藥產

品的開發、生產及銷售的製藥企業。本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張中能先生及其配偶郭梅

蘭女士。

b) 宜都建築

宜都建築是一家於 2004年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深圳東陽光實業的附屬公司。其

主要從事建築業務。宜都建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張中能先生及其配偶郭梅蘭女士。



董 事 會 函 件

– 12 –

III.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董事委員會 (由唐建新先生、付海亮先生及李志明先生組成 )已經成立，以就工程

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嘉林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

就工程承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

IV. 臨時股東大會

召開本公司將於 2017年 4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10時正假座中國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上

沙第五工業區東陽光科技園行政樓四樓會議室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以考慮並酌情批准工

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的通告已根據公司章程於 2017年 3月 3日寄發予股東。

臨時股東大會適用的委任代表表格，已根據公司章程於 2017年 3月 3日寄發予股東。

無論 閣下是否打算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均務請 閣下根據委任代表表格上印備的指示填

妥隨附的委任代表表格，並將委任代表表格交回（就內資股股東而言）本公司董事會辦公室

（地址為中國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上沙第五工業區東陽光科技園證券部）或（就H股股東而

言）本公司香港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室），且無論如何最遲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

定召開時間 24小時前交回（即 2017年 4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10時前）。填妥並交回委任代

表表格後， 閣下屆時仍可按意願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在

此情況下，委任代表的委任代表表格將被視為遭撤回。

為確定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 2017年 3月 29日

（星期三）至 2017年 4月 28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該期間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 2017年 3月 29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股東，將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如欲符合資格出席臨時股

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最遲須於 2017年 3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前，將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一併送交（就內資股股東而言）本公司董事會辦公室（地址為中國廣東省

東莞市長安鎮上沙第五工業區東陽光科技園證券部）或（就H股股東而言）本公司的H股股份

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室）進行登記。

V. 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

由於深圳東陽光實業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直接及間接控制母公司約 75.00%股權，故母

公司須就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批准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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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VI. 推薦意見

獨立董事委員會經考慮嘉林資本意見後認為，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乃按一

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且據此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

此，獨立董事委員會建議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有關工程承包協議項

下建議關連交易的決議案。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載於本通函第 14頁。

VII. 其他資料

務請 閣下注意本通函的其他章節及附錄。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代表董事會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唐新發

謹啟

2017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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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Chang HEC ChangJi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558）

敬啟者：

關連交易

工程承包協議

吾等提述本公司向股東發出日期為 2017年 3月 24日的通函（「通函」，本函件組成其中

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的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吾等獲董事會委任為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以審議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及

就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嘉林資本已就此獲委任為獨立財

務顧問。

吾等敬請 閣下垂注通函內載列的「董事會函件」及「嘉林資本函件」。經考慮函件所載

嘉林資本所考慮的主要因素及原因以及其所給予的意見後，吾等認為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

議關連交易乃在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且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及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公司及獨立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吾等建議獨立股東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贊

成批准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建議關連交易的決議案。

此致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唐建新 付海亮 李志明

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謹啟

2017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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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載為獨立財務顧問嘉林資本就工程承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致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函件全文，以供載入本通函。

香港

干諾道中 88號╱

德輔道中 173號

南豐大廈

12樓 1209室

敬啟者：

關連交易

緒言

茲提述吾等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工程承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 貴公司獨立股東（「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有關詳情載於 貴公司刊發日期

為 2017年 3月 24日致股東的通函（「通函」）所載的董事會函件（「董事會函件」）內，而本函件

為通函中一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詞彙與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 2017年 2月 24日， 貴公司與宜都建築訂立工程承包協議，據此， 貴公司建議就

(i)在宜都基地三號地擴建藥品生產工廠（「擴建工程」）；及 (ii)在宜都基地三號地興建新的

胰島素生產工廠（「建築工程」，連同擴建工程統稱為「該等工程」）委聘宜都建築提供建築服

務。擴建工程將於 2017年 5月動工，而其主體結構預期於 2017年 12月竣工。建築工程將於

2017年 10月動工，而其主體結構預期於 2018年 4月竣工。

根據董事會函件，工程承包協議構成 貴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

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新先生、付海亮先生及李志明先生組成）

經已成立，以就 (i)工程承包協議的條款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對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

平合理；(ii)工程承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是否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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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貴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及 (iii)獨立股東應如何在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批准

工程承包協議的決議案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吾等（嘉林資本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

獨立財務顧問，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性

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過去兩年內，林家威先生為簽發日期為 2017年 1月 20日有

關認購 貴公司新內資股的關連交易的通函所載獨立財務顧問意見函件的人士。儘管有上

述過往職務，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吾等並不知悉嘉林資本與 貴公司或任何其他人士之

間存在可被合理視作對嘉林資本就工程承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擔任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的獨立性（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3.84條）構成障礙的任何關係或

利益。

此外，除就吾等獲委聘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而應付吾等的顧

問費用及支出外，並不存在吾等向 貴公司收取任何其他費用或利益的安排。

吾等意見的基準

於達致吾等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時，吾等倚賴通函內所載或提述的陳

述、資料、意見及聲明，以及董事及╱或 貴公司管理層（「管理層」）向吾等提供的資料及

聲明。吾等假設董事及╱或管理層提供的所有資料及聲明（彼等須就此個別及共同承擔責

任）於彼等作出時乃屬真實準確，且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屬如此。吾等亦假設董事及╱或

管理層於通函內所作出的所有信念、意見、預期及意向的陳述乃經適當查詢及審慎考慮後

合理作出。吾等並無理由懷疑任何重大事實或資料遭隱瞞，或質疑吾等獲提供通函所載資

料及事實的真實性、準確性及完整性，或 貴公司、其顧問、董事及╱或管理層向吾等表

達的意見的合理性。吾等的意見乃根據管理層聲明及確認並無與任何人士訂立有關工程承

包協議的尚未披露私人協議╱安排或暗示諒解而作出。吾等認為，吾等已遵照上市規則第

13.80條採取足夠及必需的步驟，為達致吾等的意見提供合理基礎及知情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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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載有遵照上市規則規定而提供的資料，旨在提供有關 貴公司的資料。董事對通

函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通函

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騙成份，且並無遺漏其他事宜，致

使通函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吾等（作為獨立財務顧問）概不對通函任何部分（本意見函件

除外）的內容負責。

吾等認為，吾等已獲提供足夠資料以達致知情見解，並以此作為吾等意見的合理依

據。然而，吾等並無對 貴公司、宜都建築、深圳東陽光實業或彼等各自的附屬公司或聯

營公司的業務及事務進行任何獨立深入調查，吾等亦無考慮就訂立工程承包協議對 貴集

團或股東的稅務影響。吾等的意見必然依據實際財務、經濟、市場及其他狀況以及吾等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可獲得的資料而作出。股東應注意，後續發展（包括市場及經濟狀況的任

何重大變動）可能影響及╱或改變吾等的意見，而吾等並無責任更新吾等的意見以將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後所發生的事件納入考慮，或更新、修訂或重申吾等的意見。此外，本函件

所載任何內容不應被詮釋為持有、出售或購買任何股份或 貴公司任何其他證券的推薦意

見。

最後，倘本函件所載資料乃摘錄自已刊發或其他可公開獲得的來源，嘉林資本的責任

為確保有關資料乃準確地摘錄自有關來源，而吾等並無責任對該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

進行任何獨立深入調查。

所考慮的主要因素及理由

於吾等達致有關工程承包協議的意見時，吾等已考慮以下主要因素及理由：

貴集團的資料

根據董事會函件， 貴公司為一家專注於抗病毒、內分泌及代謝類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

等治療領域醫藥產品的研發、生產及銷售的製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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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摘錄自 貴公司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2016年中期報告」）

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報（「2015年年報」）， 貴集團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六個月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的綜合財務資料概要：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

2015年與

2014年

比較的變動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營業額 555,629 692,910 440,904 57.16

－抗病毒藥物 462,384 457,436 199,414 129.39

－內分泌與代謝藥物 18,188 39,047 32,514 20.09

－心血管藥物 40,225 107,083 106,209 0.82

－其他 34,832 89,344 102,767 (13.06)

期間╱年度溢利 214,985 265,750 135,343 96.35

從上表所見， 貴集團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2015年財政年度」）的營業額

及溢利，較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2014年財政年度」）分別大幅增加約 57.16%及

96.35%。根據 2015年年報， 貴集團的營業額增長主要來自抗流感藥物可威的銷售大幅增

加，原因是持續就可威產品進行的學術推廣活動使得產品知名度不斷提高，市場競爭力不

斷增強。

根據 2016年中期報告， 貴公司將繼續以提升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為中心，在原有的

基礎上進一步鞏固提升現有產品的市場領導地位，借助其主打產品的先發優勢進一步增大

其市場佔有率，在宏觀政策引導的大背景下，以學術推廣為核心，豐富營銷模式和拓展營

銷渠道。同時 貴集團將繼續在抗病毒、內分泌與代謝類及消化類疾病等治療領域不斷拓

展產品線以豐富產品儲備。

此外，根據 貴公司日期為 2017年 2月 7日的盈利預喜公告，基於 貴集團目前可得

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 貴公司管理層的初步估算，預期 貴集團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的權益擁有人應佔盈利將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錄得不低於 40%的增長。

預期中的權益擁有人應佔盈利增長主要是由於：(i) 貴公司其中一隻主打產品可威銷售量

的大幅增長；及 (ii) 貴公司學術推廣活動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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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宜都建築的資料

宜都建築是一家於 2004年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深圳東陽光實業的附屬公司。其

主要從事建築業務。宜都建築聘有超過 200名僱員，其中三名僱員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一

級建造師執業資格證書及五名僱員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建造師執業資格證書。吾等從

管理層方面理解到，宜都建築在製藥建設項目方面經驗豐富。為了進行盡職調查，吾等獲

得了顯示宜都建築的資質和經驗的文件。

此外， 貴公司以往曾委聘宜都建築提供建築服務，更多詳情載於招股章程「關連交易」

一節。吾等亦從管理層了解到宜都建築為 貴公司就建設（其中包括）可威原料藥車間、宜

都基地二號地的原料藥生產工廠及宜都基地三號地的胰島素倉庫等提供建設服務。

訂立工程承包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如招股章程所述， 貴公司正在開發三種類型的胰島素原料藥（重組人胰島素、甘精胰

島素及門冬胰島素），預計其將開發成六種不同的制劑。因此， 貴公司計劃通過建築工

程，在 貴公司現有重組人胰島素生產工廠的基礎上擴大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相關生

產能力。為滿足市場對 貴公司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及考慮到今後 貴公司擴大的產品組

合， 貴公司計劃通過擴建工程提高生產能力。

吾等從管理層了解到， 貴公司已就生產現有藥品取得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GMP)認

證。所有生產設施均位於湖北省宜都。宜都基地一號地為主要生產設施，現時生產 貴公

司所有口服固體製劑（即片劑、顆粒劑及膠囊）。宜都基地二號地為原料藥生產設施。宜都

基地三號地為生產胰島素相關產品（為正在開發的產品）的主要生產設施。該等工程將於宜

都基地三號地進行。

下文所載為該等工程各自的資料：

擴建工程

為滿足市場對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及考慮到今後 貴公司擴大的產品組合， 貴公

司已計劃通過在宜都基地三號地興建新的生產工廠提高生產能力。新的生產工廠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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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新生產車間、辦公室、倉庫及其他配套設施，乃為滿足GMP標準、美國聯邦機構美

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及歐洲藥品管理局 (EMA)規定的標準而設計。

待新生產工廠竣工後， 貴公司預計其片劑年生產能力、膠囊劑年生產能力及顆粒

劑年生產能力將會增加。

吾等從 貴公司管理層方面得知，目前在宜都基地一號地僅擁有兩條用於生產片

劑、顆粒劑及膠囊劑的生產線。上述兩條生產線作多個用途，可改為生產片劑、顆粒

劑或膠囊劑。由於 貴公司擁有眾多膠囊或片劑形式的現有及產品線產品，管理層認

為，新生產工廠將為 貴公司滿足日後 貴公司產品需求增加提供更大靈活度，以及

應對 貴公司產品組合規模的擴大。

建築工程

貴公司正在開發三種類型的胰島素原料藥（即重組人胰島素、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

島素）， 貴公司擬開發成六種不同的制劑。因此， 貴公司已計劃在現有重組人胰島素

生產工廠的基礎上擴大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相關生產能力。位於宜都基地三號地

的新胰島素生產工廠將集中生產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並將設置新生產車間、實

驗室、辦公室及其他配套設施，以及配備為滿足GMP標準而設計的先進生產設備及機

械。待新胰島素生產工廠完工後， 貴公司預計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的年生產能力

將會增加。

除位於宜都基地三號地的現有重組人胰島素生產線外，甘精胰島素及門冬胰島素

的新生廠工廠將使 貴公司能夠具備充足生產能力，以滿足 貴公司透過向中國市場

推出各種產品線胰島素產品擴大產品組合所需。

根據董事會函件， 貴公司進行邀請招標程序為該等工程選擇建設服務供應商。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及《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就邀請招標而言，招

標人應當向最少三家具備承擔施工招標專案的能力、資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發出投標邀請書。

在挑選潛在投標人時， 貴公司已諮詢宜都市建築企業聯合會（由地方建築企業聯合

成立的地區性建築聯合會），並考慮（其中包括）建築公司的牌照及資質、相關行業經驗、

業務規模、管理層團隊的規模及成員、於行業的聲譽及對 貴公司業務的熟悉程度。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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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貴公司邀請三名潛在投標人競標，包括兩家獨立建築公司及宜都建築。三名潛在投標

人均為具備符合 貴公司有關招標程序的內部規定要求的相關建築資格的當地著名建築公

司。

吾等從管理層進一步了解到，(i)宜都建築之前向 貴集團就相同性質的建築廠房提供

建設服務；及 (ii) 貴公司滿意宜都建築之前提供的服務。因此，管理層亦挑選了宜都建築

作為潛在投標人之一。如上文所述，宜都建築曾為 貴公司就建設（其中包括）可威原料藥

車間、宜都基地二號地的原料藥生產工廠及宜都基地三號地的胰島素倉庫等提供建設服務。

根據董事會函件，由於 貴公司以往曾委聘宜都建築提供建築服務， 貴公司亦預期宜

都建築能夠於相對較短時間內完成工程，因為其較其他獨立第三方更為熟悉 貴集團的業

務。

考慮到上述因素以及根據評標委員會（定義見下文）的評估結果（其中包括），三個投標

人在投標人資格及相關經驗方面均取得相近分數，吾等對宜都建築作為潛在投標人之一的

公平性及合理性並無懷疑。

根據評標委員會（定義見下文）的評估，宜都建築獲得最高分數並獲選為中標人。

鑒於 (i)上述有關該等工程的資料；(ii)擴建工程項下的新生產工廠將為 貴公司滿足日

後 貴公司產品需求增加提供更大靈活度，以及應對 貴公司產品組合規模的擴大；(iii)建

築工程項下的新生產工廠將使 貴公司能夠具備充足生產能力，以滿足 貴公司透過向中

國市場推出各種產品線胰島素產品擴大產品組合所需；(iv)宜都建築的背景及其與 貴公司

的長期業務關係；及 (v)宜都建築獲得最高分數並獲選為中標人，吾等認同管理層的意見，

認為工程承包協議乃於 貴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立並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工程承包協議的主要條款

於 2017年 2月 24日， 貴公司與宜都建築訂立工程承包協議，據此， 貴公司建議就擴

建工程及建築工程委聘宜都建築提供建築服務。擴建工程將於 2017年 5月動工，而其主體

結構預期於 2017年 12月竣工。建築工程將於 2017年 10月動工，而其主體結構預期於 2018

年 4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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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協議將在工程承包協議項下的交易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後生效。

代價及付款安排

工程承包協議項下的代價總額將為人民幣 225,000,000元（「代價」），包括擴建工程人民

幣 138,000,000元及建築工程人民幣 87,000,000元。有關代價及各項建設項目的明細載列於

董事會函件「代價及定價政策」一節。

根據工程承包協議，就工程承包協議項下各項工程的付款將分期償付。有關付款安排

的詳情，載列於董事會函件「付款安排」分節。

根據董事會函件，工程承包協議項下的代價為中標人宜都建築在投標該等工程時所提

供的投標價。

吾等從管理層方面了解到，在招標程序開始前， 貴公司會參考該等工程的項目建設計

劃（即本項目地基勘察資料、施工圖設計文件）、《湖北省建築工程消耗量定額及統一基價

表》及湖北建設工程造價信息網登載的價格信息等來估計該等工程的成本（「估計成本」）。

為進行盡職調查，吾等與管理層進一步討論 貴公司所估計的估計成本並了解上述基準。

在討論過程中，吾等 (i)注意到該等工程的建設計劃是由中國醫藥集團聯合工程有限公司制

定，該公司隸屬於中國國際醫藥衛生公司（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國有醫藥健康產業企業），主

要從事提供技術服務、可行性研究、工程設計、項目施工監理、項目施工管理、工程總承

包，以及GMP驗證諮詢服務；(ii)取得《湖北省建築工程消耗量定額及統一基價表》，並得

知該基價表由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於 2008年發佈及於 2013年更新；及 (iii)獲得湖北建

設工程造價信息網的背景資料。因此，吾等認為估計成本與市場價格一致。

吾等了解到， 貴公司成立了一個由建築業的專家及 貴公司高級管理層所組成的投

標評估委員會（「評標委員會」）以決定中標人。評標條件其中包括所呈交招標文件的質量、

投標人的資格及相關經驗、對 貴公司業務營運的熟悉程度、項目的建築計劃、投標價等

（「評標條件」）。為進行盡職調查，吾等取得評標委員會成員的履歷，且注意到大部分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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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築或生物工程領域的專家，且彼等於相關行業中擁有 13年至 20年經驗。此外，吾等從

管理層方面了解到，評標委員會的成員 (i)並非投標人的近親或投標人的負責人員；及 (ii)

概無於投標人中擔任任何職務。

再者，吾等注意到，評標條件於招標文件中披露並且對所有投標人而言均相同。各評

標條件的比重乃由 貴公司根據 貴公司就該等工程對擬委聘的建設服務供應商的若干因

素（如 (a)投標價（即服務費用）；(b)建築計劃、分配至工程的資源以及環保及安全保障措

施；及 (c)投標人資格及相關經驗等）的關注程度釐定。作為評標條件的一部分及 貴公司

就該等工程對擬委聘的建設服務供應商最關注的因素，(a)投標價（即服務費用）；及 (b)建

築計劃、分配至工程的資源以及環保及安全保障措施的比重構成評標條件總佔比中的大部

分。經計及上述有關評標條件的因素，吾等對評標條件及其各自的佔比的合理性並無懷疑。

吾等已取得評標委員會就所有投票人提交的招標文件的評估結果，以及注意到根據評

標委員會對投標評估的整體評分而言，宜都建築在所有投標人中排名第一。此外，吾等亦

取得所有投標人（包括宜都建築）所呈交的招標文件，並注意到宜都建築所報的代價（即代

價）為 (i)低於其他投標人所報的投標價；及 (ii)低於估計成本。

鑒於 (i)宜都建築透過招標程序獲選為服務供應者；(ii)代價為宜都建築所提出的投標

價，並載於其已提交的招標文件中；(iii)代價低於 (a)其他投標人所報的投標價；及 (b)估計

成本；(iv)估計成本與市場價格一致；及 (v)評標委員會成員的履歷，因此，就獨立股東而

言，吾等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

此外，吾等亦注意到，招標文件載列擬訂立協議有關向 貴公司提供建築服務的主要

條款。除代價（其為中標人在招標程序中就該等工程提出的投標價）外，擬訂立協議的其他

主要條款已制定並且對所有投標人而言均相同。工程承包協議的主要條款（代價除外）與招

標文件所載的條款一致。

鑒於以上因素，吾等認為，工程承包協議的條款屬正常商業條款，且就獨立股東而言

屬公平合理。

有關工程承包協議的其他詳情，請參閱董事會函件「工程承包協議」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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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建議

經考慮上述的因素及理由後，吾等認為 (i)工程承包協議的條款屬正常商業條款，且就

獨立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及 (ii)工程承包協議乃於 貴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立並符合 貴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吾等建議獨立董事委員會建議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在臨時

股東大會上提呈以批准工程承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且吾等建議獨立股

東就此對決議案投贊成票。

此致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嘉林資本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林家威

謹啟

2017年 3月 24日

附註： 林家威先生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註冊持牌人及嘉林資本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員，可
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彼於投資銀行業擁有逾
20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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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載有遵照上市規則規定而提供的資料，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對本

通函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

通函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騙成份，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

使本通函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2. 權益披露

董事、監事和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和淡倉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監事和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352條須備存的登記冊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監事╱

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股份類別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

總股本的

概約持股

百分比

佔相關類別

股份的

概約持股

百分比

毛杰先生 1 H股 受控法團權益 75,000,000 (L) 16.59% 33.21%

(L)－好倉

註：

1. 毛杰先生擁有North & South Brother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100%股本權益，因而被
視為於North & South Brother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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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主要股東的董事職務及受聘情況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為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

擁有權益或淡倉的公司的董事或僱員。

姓名 於本公司的職位 其他權益

唐新發先生 本公司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 母公司、林芝東陽光藥業投資有

限公司及深圳東陽光實業的董事

朱英偉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母公司及林芝東陽光藥業投資有

限公司的董事

4. 競爭業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於構成或可能構成本公司競爭業務的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5. 董事及監事的服務合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或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或委

任函件（不包括於一年內屆滿或可由僱主於一年內免付賠償（法定補償除外）而終止的合約）。

6. 董事及監事於資產╱合約的權益及其他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通函所披露者外：

a）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 2015年 12月 31日（即本集團最近

期刊發的經審計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以來收購、出售或租賃或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擬收購、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及

b）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監事直接或間接於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然存續且與本集團業

務有重大關係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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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家資格及同意書

曾於本通函提供意見或建議的專家的資格如下：

名稱 資格

嘉林資本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 6類（就機構融

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嘉林資本：(i)已就本通函的刊發發出同意書，同意以本通函

所載的形式及涵義刊載其函件或意見及引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ii)並無直接

或間接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權或任何權利（不論可否依法強制執行）以認購或提名

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份；及 (iii)並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 2015年 12月 31

日（即本集團編製最近期刊發的經審計合併財務報表的日期）以來收購或出售或租賃或擬收

購或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8. 無重大不利變動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確認，自 2015年 12月 31日（即本公司編製最近期刊發的經

審計合併財務報表的日期）以來，本公司的財務或營業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9. 備查文件

以下各文件於本通函日期起 14日期間於本公司香港主要營業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18樓可供查閱：

a） 日期為 2017年 3月 24日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全文載於本通函第 14頁；

b） 嘉林資本發出日期為 2017年 3月 24日的推薦意見函件，全文載於本通函第 15至 24

頁；

c) 本附錄「專家資格及同意書」一節所述的嘉林資本同意書；

d) 工程承包協議；及

e) 本通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