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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613222829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邦德 股票代码 0020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同科 江建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
路 28号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
路 28号

传真 0576-86183897 0576-86183897
电话 0576-86183899 0576-86183925
电子信箱 wbdzy@wepon.cn wbdzy@wep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1.医药制造产业板块
医药制造业务主要从事现代中药、化学原料药及化学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完善的药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具有从中药提取、原料药合成到各类剂型制剂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拥有药品生
产批准文号 184个，产品涉及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

心脑血管系统主导产品银杏叶滴丸为预防、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药物，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家
剂型品种和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已被列入科技部火炬项目、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医保目录、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

神经系统主导产品石杉碱甲是改善认知功能和记忆障碍、治疗老年痴呆症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公
司研发的石杉碱甲为国内外首创产品，曾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呼吸系统主导产品盐酸溴己新片是目前临床应用中使用最广泛的三大化痰类药物之一， 万邦德
制药是盐酸溴己新原料药及制剂的国家药品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凭借盐酸溴己新原料药与制剂的一
体化集成优势，占据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排名。

消化系统主导产品联苯双酯滴丸治疗病毒性肝炎和药物性肝损伤引起转氨酶升高的常用药物，
荣获“浙江省优质产品”称号，市场份额在国内同产品中排名前列。

精神系统主导产品氯氮平、氯丙嗪、舒必利属于抗精神病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或其他
精神病性障碍引起的兴奋躁动和幻觉妄想，对抑郁症状也有一定疗效，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医药制造板块主要产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制药板块新产品研发的情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类别 研发进度

1 石杉碱甲控释片 新研药 I期临床试验结束，II期临床方案实施中

2 鼻喷重组新城疫（NDV）
载体新冠疫苗 新研药 已经完成疫苗毒株构建、药学及生产工艺研究，临床前的有

效性与安全性研究正在进行中

3 间苯三酚注射液 一致性评价 2022年 2月获得批准

4 盐酸氯丙嗪片 一致性评价 2021年 12月完成 BE试验

5 西咪替丁片 一致性评价 二次放大生产中

6 头孢克洛颗粒 一致性评价 完成实验阶段，正在进行中试研究

7 诺氟沙星片 一致性评价 实验室阶段

8 舒必利片 一致性评价 实验室研究中

9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仿制药 2021年 02月 CDE注册受理

10 盐酸溴己新注射液 仿制药 2021年 06月 CDE注册受理

11 吸入用盐酸溴己新溶液 仿制药 2021年 12月 CDE注册申报

12 吸入用盐酸氨溴索溶液 仿制药 获得临床批件

13 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
TAF 仿制药 2021年 07月 CDE注册受理

14 盐酸氨溴索口服液 仿制药 完成实验阶段

15 氯氮平片 100mg 仿制药 2021年 11月完成三批验证，正在做稳定性研究

16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仿制药 2021年 09月完成放大生产，正在做方法
转移。

17 1.1类中药创新药理中消
痞颗粒 新研药 处于 II期临床样品和中试样品等前期准备阶段

2.医疗器械业务板块
医疗器械业务主要从事高端医疗器械研制、医疗设备服务和提供医院工程服务等，主要产品及服

务包括骨科植入器械、医疗设备及医院工程服务、一次性无菌医用高分子耗材、防护用品。
（1）骨科器械业务
骨科植入器械业务以人体骨科植入器械研发、生产、销售为主。 产品包括胸腰椎融合器、颈椎融合

器、脊柱内固定系统、独立式融合器、单髁膝关节等，相关产品通过美国 FDA 及欧盟的 CE 认证。 2018
年将自有生产技术引入国内，建立生产车间，部分机加工业务由中国国内完成，既弥补了非洲爱力特
的产能不足，又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

骨科植入器械主要产品如下：

报告期内，骨科植入器械业务板块新产品研发情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类别 研发进度

1 椎间融合器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2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3 劲椎前路固定系统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4 空心接骨螺钉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5 椎体植入物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6 劲椎后路钉棒系统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7 金属缆索 Ⅲ类 处于样品检测阶段

8 穿刺针微创置入导管套件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9 自体富血小板凝胶制备用套装 Ⅲ类 已完成样品检测，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研究相关工作

10 椎体球囊扩张成形系统 Ⅲ类 处于样品检测阶段

11 金属骨针 Ⅲ类 处于样品检测阶段

12 骨水泥填充套件 Ⅱ类 处于样品检测阶段

（2）医疗设备及医院工程集成服务
医疗设备进口、分销商和维保服务以南非为基地服务于南部非洲地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进口

国际领先品牌的医疗设备，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负责安装、调试、培训用户以及对所售产品进行服务
和维护保养。 主要代理的产品包括医用 CT机、磁共振成像 MRI设备、射线照相 Bucky系统、射线照相
检查系统、心脏病学和血管造影、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设备、乳房 X光成像设备、核医疗设备、内
窥治疗设备、呼吸机等高科技医疗设备，同时还提供诊所，医院，专科和医疗机构医院综合体的一体化
交钥匙解决方案。

（3）一次性无菌医用高分子器械
公司生产的一次性无菌医用高分子器械，有注册产品 23个，其中 16个三类医疗器械，7 个二类医

疗器械，主要产品包括无菌注射器（针）、自毁式注射器、针头自动回缩式安全注射器、一次性使用输液
（血）器、精密过滤输液器、TPE输液器、输液连接管、采血针、采血管等。

报告期内，公司扩建的 10条注射器产线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注射器产能达 12 亿支/年，规模效
应显著提升。 目前公司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已通过美国 FDA510（K）、欧盟 CE 认证，自毁式注射器
通过美国 FDA510（K）认证，未来公司将以自有品牌自营开展国际市场业务。

一次性无菌医用高分子器械主要产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一次性无菌医用高分子器械板块新产品研发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研发进度
1 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连接管 Ⅲ类 已注册申请提交
2 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 带针 Ⅲ类 已注册申请提交
3 一次性使用避光精密过滤输液器 带针 Ⅲ类 已注册申请提交
4 一次性使用五官冲洗器 Ⅱ类 已注册申请提交
5 一次性使用精密输液连接管 Ⅲ类 注册资料的准备
6 一次性使用避光低阻力配药用注射器 Ⅱ类 注册资料的准备
7 一次性使用静脉营养输液袋 带针 Ⅲ类 注册资料的准备
8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带针（TOTM） Ⅲ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9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 带针（TOTM） Ⅲ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9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 带针（TOTM�） Ⅲ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10 一次性使用动静脉穿刺器 Ⅲ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11 透析管路 Ⅲ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12 一次性使用泵用精密过滤输液器 带针 Ⅲ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13 一次性使用冲洗管路 Ⅱ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14 一次性使用灌肠包 Ⅱ类 注册样品检测中

（4）防护用品
根据医疗器械板块防护用品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设立合资温岭万邦德防护用品

有限公司开展轻奢非医用口罩、广告定制口罩业务。 本次拓展医疗器械板块防护用品业务，将有助带
动公司原有平面口罩及熔喷布业务，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

公司将着力打造万邦德医疗器械的特色优势，扩大巿场占有率、提升产品创新能力，专注国内骨
科及高分子医疗器械发展，逐渐成为国内细分市场的领先者；充分发挥南非医疗器械产业的国际市场
平台优势，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二）经营模式
1.医药制造业务板块
（1）采购模式
万邦德制药执行“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拥有独立的采购体系，制定了《采购管理制

度》、《采购计划标准管理程序》等相关制度规范，加强对采购与付款管理的内部控制。 万邦德制药根据
GMP规范要求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遴选和管理制度。

（2）生产模式
万邦德制药的生产计划采用“以销定产”的管理模式，并严格按 GMP 管理规范组织生产，并通过

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严格控制产品成本，保证药品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销售模式
万邦德制药建立了与产品特点相适应的销售模式，形成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的营销网络。 根据产

品类别不同，万邦德制药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经销商模式和直销模
式。

（4）研发模式
万邦德制药建立了完善的技术研究开发体系，具有较强的新药创制能力。 已经形成了以自主研发

和合作研发相结合的研发模式。 目前万邦德制药已拥有 32项授权专利，其中 25 项为发明专利，并有
多项新药研究项目处于临床研究的不同阶段，为提升万邦德制药核心竞争力、保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2.医疗器械业务板块
（1）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同时满足临床服务的及时性与多样化需求而制定计划的生产

模式。 公司市场部在年初根据上一年销售情况，同时结合前两年销售数量、新品推广计划，将生产计划
下达给相关部门具体实施。

（2）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骨科医疗器械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代理的医疗

设备全部直销并跟进后续维保服务；医用高分子制品以直销和经销结合销售。
（三）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根据公司产业战略的调整规划，聚焦于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完成发行股

份购买万邦德制药 100%股权，正式进入药品制造行业，为进一步突出上市公司的主业，公司剥离非医
药相关的铝加工的业务，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完成栋梁铝业、湖州加成股权剥离出售的工商变更登
记，药品制造、医疗器械成为公司的主导产业，未来公司将专注于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医药制造行业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程度提高，以及创新药物的不断上市与应用，全球医药市场保

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 我国是世界公认潜力最大的药品市场，由于医药消费具有很强的刚性需求
和不可替代性，因而人口基数和经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医药消费市场大小的主要标准。 但我国多数
企业以仿制药生产为主，且研发投入普遍不足，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无论是企业规模、人
均产值还是产品结构都与世界知名制药企业存在较大差距，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经营情况较
差的企业将被淘汰，市场资源将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产业结构将得到进一步升级。

目前，万邦德制药已初步形成“现代中药与化学药协同布局，特色原料药与制剂联动发展”的产业
链形态和“以天然植物药为特色，以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用药为主导，呼吸系统和其他领域用药有选
择性突破”的产品格局，能够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为万邦德制药持续盈利能力稳定提供业务基础。

（2）医疗器械行业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属于朝阳行业，其规模源于国家和内需的强烈干预。 近年来，国内医疗器械市

场迅速壮大， 需求持续增长， 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政策导向和国内医疗卫生机构装备的更新换代需
求，使未来医疗器械消费市场有望进一步增长。 目前，国内医疗器械产业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华南
地区，医疗器械产业的投资和并购较为活跃，近年来行业竞争持续激烈，但由于医疗器械行业具有人
才、技术和渠道等壁垒，准入门槛较高，使得具有产品优势的企业能够在自身的细分领域拥有一定发
展优势。 目前我国医药制造行业存在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行业整体研发水平较低等问题，但准入门槛
却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国家一系列鼓励医药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和重组的政策出台及新版 GMP 标准对
企业软硬件要求的大幅提高，已然对行业内部整合形成倒逼之势。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国
内创新技术的不断提升，围绕核心 业务的整合并购或将会成为一个行业发展趋势。

2.公司发展战略
未来几年，公司将以实业发展为基础，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深化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形

成以医药制造和医疗器械为主的产业布局。
医药制造产业以加速拓展市场占有率为目标，深耕国内市场，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加快新产品研

发质量和进度，发展成为拥有制剂+原料药、化学药+中成药、高附加值缓控释口服制剂+注射制剂生产
能力的全产业链企业，在心脑血管系统、精神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等细分领域成为重要的市场
参与者。 根据中医药产业发展规划，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梳理现有 24个中药产品并开展二次研发，丰富
中药产品结构；加强与中药研发机构的战略合作，提升公司中药研发水平；加强与中医药企业的合作，
开拓生产、市场销售，拓展公司中药业务规模。

医疗器械产业以打造骨科植入式器械中国第一品牌为目标， 积极打造万邦德医疗器械的特色优
势，建立自动化生产基地，依托南非特迈克公司平台逐步搭建全球销售网络，建立高分子器械自动智
能化生产基地形成规模化产能，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根据公司医药大健康发展战略， 公司于 2020 年开始以联合研发的方式开展鼻喷重组新城疫
（NDV）载体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入生物药品研发领域。 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该疫苗已经完成疫苗毒
株构建、药学及生产工艺研究，临床前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正在进行中，所有研究完成后将向国家
药监局申报临床试验申请，目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3.经营计划
2022年，公司将坚持以实业发展为基础，深化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积极拓展新业务，优化资

源配置，提供公司管理效率；努力实现基础制造设备的升级，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提升生产效率
和产品竞争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1）深化产业布局
根据公司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医药制造、医疗器械两大板块业务布局，丰富两

大板块产品结构，提升各业务板块协同效应，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率。
（2）加快产品研发
公司将在现有医药制造、医疗器械板块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研发体系，专业开展新产品的研发，

整合公司及行业研发资源，加快战略性新产品的储备。 针对市场需求，开展原有产品的技术升级，同时
加快产品研发和注册申报进度，加速产品上市节奏。

（3）持续开展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公司发展的基本动力。 2022年，公司将继续在经营管理团队建设、中层干部队伍

建设、营销队伍建设和研发队伍建设方面系统地组织人才引进和培训工作，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和培
养机制，并持续完善人力资源发展体系和企业文化体系，形成良性的企业人员发展和工作氛围，持续
提升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保持公司的竞争活力。

（4）加大投资建设与市场体系建设力度
2022年，公司将以现有产业为基础，继续探索新产品、新项目的投资可行性，积极响应国家产业及

地方政策的号召，借助资本市场平台，不断提升公司的产能及规模。 同时，公司将继续全面展开各板块
业务的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4,371,377,020.86 5,662,314,950.96 -22.80% 5,109,471,14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98,357,643.63 2,621,651,855.29 -0.89% 2,234,250,093.42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930,601,866.40 13,701,855,583.81 -85.91% 16,691,270,12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509,677.21 284,935,733.86 -41.56% 294,522,91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994,114.16 261,862,554.99 -48.07% 269,707,72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85,188.15 151,006,120.86 -85.37% -79,282,57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47 -42.55% 0.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47 -42.55% 0.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11.29% -4.86% 14.0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2,004,755.24 346,663,570.97 367,118,504.91 634,815,03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72,053.71 84,681,638.13 40,012,263.62 14,243,72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14,168.13 75,627,618.44 42,783,661.71 3,668,66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585,297.73 64,906,957.17 -36,824,280.23 178,587,808.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1,3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34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6% 194,466,282 149,522,922 质押 153,150,000

赵守明 境内自然人 6.90% 42,646,878 42,646,878 质押 36,983,463
嘉兴嘉昊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4% 32,368,573 32,368,573

庄惠 境内自然人 4.60% 28,431,251 28,431,251 质押 28,425,384
温岭惠邦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22,445,725 22,445,725 质押 14,380,000

温岭富邦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14,963,816 14,963,816 质押 9,120,000

江苏中茂节能环保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13,853,749 13,853,749

青岛同印信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1,406,685 11,406,685 质押 11,406,685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10,957,800 0 质押 10,957,800

南京金茂中医药产
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9,710,571 9,710,5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温岭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温岭富邦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章月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493,900股，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股 2,739,300
股；陈香花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股 2,097,160 股；周夏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股 7,000股，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股 1,289,2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6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剥离传统铝加工业

务栋梁铝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湖州加成金属涂料有限公司 51%股权和停止子公司上海兴栋铝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等事项。 自 2021年第一季度开始上海兴栋铝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完全停止，公
司于 2021年 3月 1日完成栋梁铝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湖州加成金属涂料有限公司 51%股权工商
变更事宜。 公司行业分类变更为医药制造业。

（二）2021年 3月 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医疗器械业务架构调整
暨内部划转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医疗器械业务以全资子公司温岭市万邦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管理主体进行架构调整，将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康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杭州添祥科技有限公司划转为万邦德健康科技的下属子公司。 根据本次业务架构调整
宗旨，2021年 12月万邦德制药将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台州德穆科技有限公司划转至万邦德健康科技。

报告期内，上述股权划转均已完成。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公司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更加清晰，公
司医药制造业务板块归属于全资子公司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业务板块归属于全资子
公司万邦德健康科技，更好地优化公司资产配置，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三）公司中非产业园扩建的 10 条注射器产线于 2021 年 7 月安装完成并投入生产，注射器产能
达 12 亿支/年，规模效应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自毁式注射器通过美国
FDA510K认证，未来将以自有品牌自营开展国际市场业务。

（四）根据公司发展规划，报告期内康慈医疗启动厂区搬迁工作，由浙江省衢州市江山经济开发区
搬迁至浙江省温岭市中非产业园，并于 2021年 7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厂区搬迁过程对康慈医疗经
营产生一定影响。

（五）2021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温岭市万邦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出资255 万（占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的 51%）设立合资子公司开展轻奢非医用口罩、广告定制口罩业务，拓展医疗器械板块防护用品业

务。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守明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2-013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月 2日以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公司行政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守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李永泉、曹悦、周岳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2021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度审计报告》。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在新产品研发、原料药

生产基地、国际化制剂车间等方面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
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谨慎性、合理

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
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7.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15）；《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22年度的经营规划，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孙公司）拟向农行、建设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 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授信、资产抵押授信或应收账款融资。

本次授信额度事项授权有效期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授信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
以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实际批复金额为准，公司将根据经营发展实际需求，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操
作相关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董事赵守明、庄惠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8）。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2]009377号《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
具审核报告， 万邦德制药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459.39万元，超过承诺数 79.39万元，完成本年业绩承诺的 100.3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9）。

1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行业标准及公司审计的实际工作情况确定其年度审计
报酬及合同签订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姜明华先生为审计部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姜明华先生简历：1982年 3月生，中国籍，本科学历，CIA国际注册内审师、注册税务师。 2004年 7

月-2005年 8月任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员，2008年 3月-2016年 5月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浙江区销售稽查经理，2017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任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主
管。 现任职于公司审计部。

姜明华先生与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查询，姜明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审议通过《关于向省红十字会捐赠药品实施“万邦德爱心之旅--关爱老年人健康活动”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积极响应国家共同富裕战略，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帮助困难家庭老

年慢性疾病患者，减轻医疗负担，公司拟与向浙江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万邦德爱心之旅--关爱老年
人健康活动”，活动期限三年，公司每年无偿捐赠价值不超过 500 万元的药品，主要面向浙江省欠发达
县市区通过红十字会进行定向捐赠。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浙江省红十字会签署捐赠协议，制定活动实施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浙江省红十字会签署相关捐赠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1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1）。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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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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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邦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德医疗”）的资金需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资助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拟资助金额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5,000

2、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公司为万邦德医疗科技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补充万邦德医疗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和支付其他与生产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款项等。
公司向万邦德医疗科技提供的财务资助实行总量控制，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

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3、资金使用费率：年借款利率 5%，高于公司 2021年度的最高借款利率 4.36%。
4、资金使用期限：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5、审批程序：2022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赵守明、庄惠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办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相关协议的签署、 财务资助款项的支付以及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
议等。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赵守明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16年 1月 12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5、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路西侧（温岭市惠创轴承有限公司内）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
产；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
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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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25,278.07 26,152.15
负债总额 5,523.59 5,247.48
净资产 19,754.48 20,904.67
营业收入 2,494.06 789.75
营业利润 -1,174.38 -101.25
净利润 -1,150.20 -54.07

8、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东及持股比例

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温岭市万邦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51%）
万邦德投资有限公司（30%）
赵守明（11.40%）
庄惠（7.60%）

9、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赵守明、庄惠夫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万邦德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
股股东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0、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资信情况良好。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其他少数股东情况
控股子公司除上述少数股东外，不存在其他少数股东。 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没有按出资额同等比

例提供财务资助。
四、其余股东未能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及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情况下进行的， 鉴于被资助对象系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且其目
前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良好，本次财务资助金额较小，因此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本次未向其同比
例提供财务资助。 同时公司将加强对下属子公司的内部管控，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其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有助于落实公

司医疗器械业务的战略布局，被资助对象为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充分掌握其资产质量、
经营情况，并了解其行业前景、偿债能力等情况。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

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助于保证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
降低公司的整体融资成本。 本次财务资助收取资金使用费，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向控股
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七、累计对外资助金额及逾期资助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包括对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55,100.08万元。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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