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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訂立有關設立合資公司的條款書

本公告由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願

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3月 15日及 12月 16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復星醫藥產

業與BioNTech訂立許可協議、第一修訂案及供貨協議（「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本

公告內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條款書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1年 5月 8日，復星醫藥產業與 BioNTech訂立一份條款書（「條款

書」），內容有關為新冠疫苗產品的本地化生產及商業化而擬設立一家合資公司（「合資公

司」），該合資公司由復星醫藥產業以及BioNTech分別持有 50%股權（「設立合資公司」）。根

據該條款書，復星醫藥產業同意以現金及╱或有形、無形資產（包括廠房及生產設施等）向
合資公司作價出資總額不超過100百萬美元，而BioNTech以其相關生產技術和專有技術許可

等無形資產作價出資總額不超過100百萬美元。條款書具有法律約束力，雙方應按設立合資

公司之要求採取任何行動以履行其項下義務，但條款書約定雙方應進一步就設立合資公司

簽訂最終交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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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書的主要條款摘要如下。

日期 2021年5月8日

協議方 (1) 復星醫藥產業；及

(2) BioNTech

据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一切合理查詢後，於本公告日

期，BioNTech及其最終實益所有人均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且並非

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期限及註冊地 合資公司期限自成立之日起15年，註冊地為中國上海。

註冊資本及出資 根據條款書，於合資公司成立時，其註冊資本為不超過 200百萬

美元，其中：

(1) 復星醫藥產業同意以現金及╱或有形或無形資產（包括廠房

及生產設施等）作價出資總額不超過 100百萬美元，佔合資公

司註冊資本的50%；及

(2) BioNTech同意以其相關生產技術及專有技術許可等無形資產

作價出資，作價不超過 100百萬美元計入合資公司註冊資

本，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50%。

董事會組成 合資公司董事會由 6名成員組成，復星醫藥產業及BioNTech分別

提名 3名董事。董事會主席應由BioNTech提名的董事擔任，經合

資公司董事會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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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團隊及核心僱員 合資公司應建立經董事會批准的管理結構，負責合資公司的日常

運營。管理團隊包括總經理一名、副總經理一名（ 負責生產製

造）、分管財務副總一名（「財務副總」）、分管合規事宜副總一名

（「合規副總」）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總經理及財務副總由復星醫

藥產業提名，以及副總經理及合規副總由BioNTech提名，該等人

士的任免需經由合資公司董事會批准。

生產設施 根據條款書，復星醫藥產業應提供具備年產能可達 10億劑新冠疫

苗產品的生產設施（「生產設施」），並作為出資的一部分注入合資

公司。

技術許可與支持 根據條款書，BioNTech應當負責辦理有關技術轉移（通過訂立技

術許可協議）事宜及提供相關技術支持，且應確保有充足的適當

人員。BioNTech就相關技術轉移及支持所產生的合理開支應由合

資公司承擔。

營運資金 合資公司可以向境內外金融機構借款獲得資金，用作合資公司營

運資金。

復星醫藥產業將盡其合理努力來滿足合資公司對初始營運資金需

求，包括通過 (1)在其對合資公司的出資以外，向合資公司提供

不超過 150百萬歐元的股東貸款；以及 (2)為合資公司的銀行融資

提供支持。

復星醫藥產業如因上述安排而向合資公司提供股東貸款或為合資

公司提供融資擔保，BioNTech應依約向復星醫藥產業提供相應擔

保或背靠背反擔保，擔保金額為股東貸款總額或合資公司借入貸

款總額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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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 合資公司應聘請復星醫藥產業之聯屬公司作為合同銷售組織（「合

同銷售組織」）以提供合資公司的新冠疫苗產品在中國境內的推廣

及銷售服務。合資公司應按照條款書約定向合同銷售組織支付服

務費。

利潤分配計劃 在合資公司的產品實現本地商業化之前，就新冠疫苗產品的合

作，雙方仍執行許可協議、第一修訂案及供貨協議（「現有協議」）
項下的利潤分配約定。

復星醫藥產業將向BioNTech支付現有協議約定的銷售里程碑，無

論合資公司是否成立。

相關物流及其他營運成本應由合資公司承擔，而超出條款書雙方

約定之金額上限的任何款項應由復星醫藥產業承擔。

知識產權保護 合資公司應建立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以保護BioNTech的知識產

權、專有技術和商業秘密。

臨床研究 於合資公司存續期間，在該區域進行新冠疫苗產品臨床研究的費

用應由復星醫藥產業承擔。

先決條件 設立合資公司應受限於以下條件的滿足：

(1) 各方均已就設立合資公司及條款書項下交易取得相關批准及

授權；

(2) 設立合資公司的最終交易文件已簽署（包括但不限於合資合

同、合資公司章程及技術許可協議）；

(3) 復星醫藥產業完成生產設施的準備；

(4) 滿足本地化生產的供應鏈已備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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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足以支持合資公司的設立及持續運營所需的有關新冠疫苗

產品在中國的市場需求之評估；及

(6) 取得就設立合資公司及最終交易文件項下交易所需的政府主

管部門批准。

不競爭承諾 於合資公司存續期間，除非經另一方授權同意，復星醫藥產業及

BioNTech均不得在該區域直接或間接（通過任何其各自的聯屬公

司、或與任何第三方）開發、收購或投資與合資公司不時開展之

業務相競爭的基於mRNA技術的診療或疫苗業務（但作為被動投

資者持有上市股份5%以下的情況除外）。

直到合資公司最終交易文件簽署 5周年或合資公司解散（孰早）之
前，對於復星醫藥產業或其聯屬公司開發或商業化的任何基於

mRNA的療法或疫苗的生產權，合資公司應享有優先選擇權，但

另有約定的除外。

其他條款 (1) 於合資公司存續期間，復星醫藥產業及BioNTech可根據新冠

疫苗產品在中國的商業化情況，討論將合作範圍擴展至基於

mRNA技術平台的其他傳染病或其他治療領域的可能性。

(2) 最終交易文件預計於2021年6月中旬前簽署。

(3) 條款書受美國紐約州法律管轄。任何有關條款書的爭議應提

交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

(4) 條款書對各方均具有法律約束力，且各方應根據條款書規定

履行其項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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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合資公司的影響

雙方就設立合資公司訂立條款書乃為落實第一修訂案項下有關新冠疫苗產品的本地化生

產。設立合資公司具體事宜尚待雙方進一步協商並簽訂最終交易文件，並須以最終交易文

件約定為準。

一般信息

本集團為中國領先的醫療健康產業集團，主要從事製藥、醫療器械與醫學診斷、醫療服務

及醫藥分銷與零售。

BioNTech係一間於德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主要致力於癌症、傳染病和其他嚴重疾病的治

療和預防性免疫療法的研究和開發。BioNTech是業內領先的mRNA平台型生物技術公司之

一，且已建立較大規模的生產製造設施。

條款書具有法律約束力，雙方應按設立合資公司之要求採取任何行動以履行其項下義務，
但條款書約定雙方應進一步就設立合資公司簽訂最終交易文件。

就合資公司新冠疫苗產品的具體生產和銷售計劃須待雙方進一步協商，並受到商業化生產

上市的前提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取得相關許可及批准等）等諸多因素影響，以及就現有協議

項下在該區域內的新冠疫苗產品的供貨安排或調整，尚待相關方進一步協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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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就設立合資公司項下之交易進一步在適當時遵守（其中包括）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
相關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如適用）等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以芳

中國，上海

2021年5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以芳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陳啟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曉亮先

生、龔平先生、潘東輝先生及張厚林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江憲先生、黃天祐博士、李玲女

士及湯谷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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