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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实工程”）

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1,000,000,000.00 元，即君实工程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650,000,000.00 元。苏州众合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众合”）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700,000,000.00 元，即苏州众合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14,000,000.00 元，其中公

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14,000,000.00 元。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君盟”）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250,000,000.00 元，即苏州君盟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116,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16,000,000.00 元。

江苏众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合”）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

45,000,000.00 元，即江苏众合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公司

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问答》，“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增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公司本

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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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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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增资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对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现有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历年投入部分资金用于君实工程在建工程，通过往来款的形式进行账务

处理。现拟增加 65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增资方式为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

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以增强君实工程的资本实力。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君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新杨公路 1800弄 2幢 1203室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生物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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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前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

方式 

认 缴 /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00 现金 实缴 100.00% 

本次增资后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 认 缴 / 出资比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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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实缴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0 现金

和债

转股 

认缴 100.00% 

（二）对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历年投入到苏州众合用于产业化基地建设和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通过

往来款的形式进行账务处理。现拟增加 214,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增资方式为

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以增强苏州众合的资本实力。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桥路 999 号 

经营范围：原料药、新药研发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

医药中间体(除药品、化学危险品)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的生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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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前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

式 

认 缴 /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486,000,000.00 现金和

债转股 

实缴 100.00% 

本次增资后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

式 

认 缴 /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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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00,000,000.00 现金和

债转股 

认缴 100.00% 

（三）对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历年投入到苏州君盟用于产业化基地建设和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通过

往来款的形式进行账务处理。现拟增加 116,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增资方式为

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以增强苏州君盟的资本实力。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路东侧(吴江科技创业园内)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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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前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

额 

出 资 方

式 

认 缴 /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34,000,000.00 现 金 和

债转股 

实缴 100.00% 

本次增资后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

额 

出 资 方

式 

认 缴 /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现 金 和

债转股 

认缴 100.00% 

（四）对江苏众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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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公司历年投入到江苏众合用于产业化基地建设和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通过

往来款的形式进行账务处理。现拟增加 1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增资方式为

公司历年投入形成的债权转股权出资和现金增资，以增强江苏众合的资本实力。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众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泰州药城大道一号(创业路东侧、园南路北侧)新药创制基地二期 D幢

大楼 6101 

经营范围：新药研发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医药中

间体、化学中间体(以上均除药品、危险品)的研发与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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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前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0 现金和债

转股 

实缴 100.00% 

本次增资后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单位：元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 /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00 现金和债

转股 

认缴 100.00% 

三、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无需签署对外投资协议。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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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公司对君实工程、苏州众合、苏州君盟、江苏众合增资，将增强前述各

全资子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君实工程、苏州众合、苏州君盟、江苏众合的长

远发展。 

（二）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风险可控。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君实工程、苏州众合、苏州君盟、江苏众合实施增资，短期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看，增资后将显著增强君实工程、

苏州众合、苏州君盟、江苏众合资本实力，有利于君实工程、苏州众合、苏州君

盟、江苏众合的长远发展，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