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17-059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收购江苏新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拟设立）

51%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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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百姓”或“公司”）拟重组收购江苏新普

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普泽”或“目标公司”）51%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许志刚、吴红燕、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普泽”）、上海普泽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普泽”）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

按照该协议约定， 许志刚、江苏普泽、上海普泽以现金出资设立江苏新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普泽”，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设立后许志刚、吴红燕将其控

制的 42 家直营门店的资产和业务注入新普泽、将其另外控制的 18 家直营门店加盟到新普泽后

（上述加盟店在三年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并入），公司拟收购许志刚、上海普泽持有的新普泽

51%的股权（其中收购许志刚持有的新普泽 35%的股权、收购上海普泽持有的新普泽 16%的股

权），收购价格为 11,730 万元。 

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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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当事人情况介绍 

1、许志刚，自然人，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3206**197007******，住所为：江苏省

海安县海安镇宁海中路*号******室   

许志刚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2、吴红燕，自然人，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 3206**197110******，住所为：江苏省

海安县海安镇宁海中路*号******室。 

吴红燕与许志刚为夫妻关系。 

吴红燕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3、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安高新区北城街道铭豪路 2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志刚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1 月 4 日 

经营范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除血液制品）、中药饮片零售；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零售；计生用品、日用品百货、日用化妆品、健身器材批发、零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活消费品展览服务。 

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许志刚 300 60% 

吴红燕 200 40% 

合  计 500 100% 

江苏普泽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4、上海普泽大药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 1275 号 A33 单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志刚 

注册资本：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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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 年 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零售：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

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不含熟食卤味）；非直

接入口制品（含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

日用百货、化妆品、健身器材、营养健康咨询。 

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普泽 60 60% 

上海普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5 35% 

许志刚 5 5% 

合  计 100 100% 

上海普泽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新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地址：海安高新区北城街道铭豪路 2号 

法定代表人：（由公司指定） 

注册资本：2,760 万元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按药品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医疗器械批发（按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

经营；一类医疗器械零售；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计生用品、化妆

品、日用百货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预计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许志刚 966 35% 

上海普泽 441.6 16% 

江苏普泽 1,352.4 49% 

合  计 2,760 100% 

 

新普泽拥有 42家直营门店及其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存货、装修、办公用品等实物资

产及“普泽大药房”等注册商标、字号专用权和各种无形资产）和业务。42 家门店的经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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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面积和经营范围均保持不变，由新普泽公司与原有门店房产的产权人签订新的租赁合同，

同时，变更和承继门店原有的全部资质和证照。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2、许志刚、吴红燕所控制的普泽大药房是江苏省南通地区药品零售销售规模和品牌影响

力名列前茅的地方龙头企业之一，已持续经营超过 11年，本次交易的 42家门店主要分布在海

安县、如皋市和东台市，在三个县级市场占有领先优势。其中医保店 37家，占比达到 88%。

门店布局集中度较高，门店经营面积 6,015.28平米，均为租赁物业，上述门店店铺租赁关系

稳定，可确保持续经营。该 42家门店 2016年年含税销售额 1.56亿元，2017 年 1-8月销售额

1.21 亿元，实现净利润 82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预计 2017年实现销售额 1.88

亿元，净利润 1,150万元。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1、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新普泽 51%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 11,730万元。同

时双方同意，如 42家合作门店 2017年实际净利润大于 1,150万元（含），双方不再调整估值；

如小于 1,150万元，则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估值调整。 

2、估值调整及未来三年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自 2018年起三个完整年度（以下简称“承

诺期”），转让方对新普泽公司承诺期内的考核业绩指标（合并口径）作出如下承诺：（假设

2017 年度合作门店含税销售额 X 万元，根据协议估值调整时所采用的 2017 年净利润数值为 Y

万元，万位后四舍五入计算）。如业绩承诺指标未达成，为保障公司及股东权益，交易方在协

议中就相关补偿进行了约定。 

含税销售额 净利润 含税销售额 净利润 含税销售额 净利润 

X*1.18 Y*1.18 X*1.182 Y*1.182 X*1.183 Y*1.183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收购方：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许志刚、吴红燕、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上海普泽大药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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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方：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如皋有限公司、江苏普泽大

药房连锁东台有限公司、东台市普泽大药房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转让方保证依法完成协议约定的重组程序并支付所有费用和税

费等，并保证新普泽公司合法拥有本次合作范围内 42家门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存在任何

第三方权益或潜在纠纷；转让方保证合法持有新普泽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方之任一方合法

持有各自对新普泽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代持等权属不清的情形，且其出资已足额缴纳到位，不

存在抽逃或虚假出资、出资瑕疵等其他影响出资真实、合法的情形；转让方保证新普泽公司的

所有经营、管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工商、税务、环保、药监、医保等）符合国家、地

方及行业的法律规定、规定、标准，没有任何未决的行政强制措施、处罚、税务争议等情形，

没有面临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查或询问，也不存在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税务争议的情况。 

3、公司治理与经营：新普泽公司将按照收购方统一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成立新的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收购方推荐三名，转让方推荐两名。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

转让方提名，财务总监由收购方提名，均由董事会聘任。上述事项由收购方、转让方在股权变

更登记前通过修改章程写入新普泽公司章程。 

4、竞业限制：除协议中《普泽公司加盟店基础信息表》、《新普泽公司加盟店门店基础

信息表》中已告知收购方的门店外，转让方、重组方承诺未直接或间接投资或持有或参与经营

或为他人经营，未来（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也不投资、持有或参与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新普

泽公司相同或类似的资产或业务，同时在协议承诺期内普泽公司加盟店需要转入新普泽公司加

盟，新普泽公司加盟店三年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并入新普泽公司成为直营门店，相关并入估值根

据当时市场行情确定。 

5、违约责任：转让方未能在 60天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重组程序的，收购方可解除本合

同，转让方应返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并支付转让价款 10%（1,173 万元）的违约金，给收购方

造成损失的，还需另行赔偿收购方的损失。 

 

六、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稳固规模优势，提高市场集中度 

江苏市场是老百姓大药房重点发展市场，此次并购的新普泽拥有的 42家直营门店主要分

布在南通市海安县等国家级百强县中排名靠前的县级市场，且在三个县级市场占有市场领先优

势。如上述交易完成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填补南通市场的空白，加速对其周边区域中小型连锁企

业的合作及新店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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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次收购完成后，将会与公司在江苏省已有的子公司形成合力，进一步稳固了规模

优势，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同时，本次收购扩张了公司在江苏省的区域版图，为后续寻找合作

机会、继续拓展江苏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通过收购优质资产，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拥有新普泽 51%股权，新普泽在当地市场具有良好的竞争优势和盈

利能力。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整合其现有资源，为其引入公司先进的管理模式和优势商品，

进一步提升新普泽的盈利能力，并最终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表现。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普泽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购的合并成本大于合并日对

应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将确认为商誉。虽在本次收购过程中转让方对未来三年业绩进

行了承诺及补偿安排，但是仍然不排除本次收购新普泽 51%股权未来因整合不顺利、市场情况

变化等原因导致商誉产生减值，从而可能出现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的风险。 

因本次收购尚处于初期阶段，本次股权收购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