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2018-042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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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高新药业”、“目标公司”或“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新高

新药业 51%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2,742.54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康惠制药”），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陕西

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日，公司与新高新药业股东赵平、马

宁、贺宏伟、王毅及赵海晏签署了《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新高新药

业有限公司股东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收购目标公

司 51%的股权，收购价为 2,742.54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赵平 

男，中国国籍，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乐育北路，新高新药业法定代表

人，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新高新药业董事长兼总经理。 

2、马宁 

女，中国国籍，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新

高新药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贺宏伟 

男，中国国籍，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联盟三路，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新

高新药业董事。 

4、王毅 

男，中国国籍，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新

高新药业董事。 

5、赵海晏 

女，中国国籍，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乐育北路，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新

高新药业监事。 

交易对方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陕西新高新医药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 9月 11日成立，赵平、马宁各出资

48.50%，王毅、贺宏伟、赵海晏各出资 1%。该公司注册主要从事仓储服务、货

物运输、中成药、化学药制剂等的批发。目前没有开展业务，业绩为 0。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6 年 05月 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万元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中段 55 号清华科技园科技会

展中心附 5层 510号 

法定代表人：赵平 

统一社会代码：9161110078695269D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疫苗）、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保健用品、化妆品、日用化工用品（不含

危险品）、消毒用品、保洁用品、杀虫剂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物流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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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新药业成立于 2006 年，是经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医药商

业公司，2014 年通过国家新版 GSP 认证。经营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

城世纪大道 55 号清华科技园科技会展中心。主要经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含麻黄碱复方制剂、医

疗器械等 7000 多个品种。业务范围涵盖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内蒙等部分

省市区的药品经营和医疗使用单位。 

（二）收购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赵  平 60% 

2 马  宁 37% 

3 贺宏伟 1% 

4 王  毅 1% 

5 赵海晏 1% 

合  计  100% 



 

（三）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1% 

2 赵  平 30% 

3 马  宁 17.5% 

4 贺宏伟 0.5% 

5 王  毅 0.5% 

6 赵海晏 0.5% 

合  计  100% 

（四）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设置质押或权利受限的情况。 

（五）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上会师报字（2018）第 5340 号审计报告，新高新药业 2017 年年度、2018

年 1-7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7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0,775,261.41 91,404,497.87 

负债总额 55,715,644.06 42,303,110.53 

资产净额 45,059,617.35 49,101,387.34 

（六）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2018年 9

月 21日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60022 号的评估报告，新高新药业评

估情况如下： 

1、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7月 31日。 

2、评估方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测算结

果。 



 

3、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测算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测算，新高新药业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140.45万元，评估价

值为 9,607.84 万元，增值额为 467.39万元，增值率 5.1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4,230.31 万元，评估价值为 4,230.31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910.14万元，评估价值为 5,377.52万元，增值额为 467.39万元，增值率 9.52%。

具体见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7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合计 1 6,521.47 6,562.07 40.60 0.6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2,618.98 3,045.76 426.79 16.30 

资产总计 10 9,140.45  9,607.84   467.39   5.11  

流动负债 11 4,230.31  4,230.31   -     -    

非流动负债 12  -     -     -     

负债总计 13 4,230.31  4,230.31   -     -    

净 资 产 14 4,910.14  5,377.52   467.39   9.52  

 

（2）收益法测算结果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用收益法测算的新高新药业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390.57 万元人民币，与账面净资产 4,910.14万元相比评估

增值 480.43 万元，增值率 9.78%。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主体 

甲方：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惠制药”或“上市公司”） 

乙方：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其中：乙方 1：赵平 ；乙方 2：马宁；乙方 3：贺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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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4：王毅；乙方 5：赵海晏（以下合称为“乙方”） 

（二）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 

1、 各方同意，甲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所持新高新药业 51%的股权。  

2、本次交易的作价：各方协商确定新高新药业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742.54 万元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在协议生效且本次交易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0 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 1,371.27 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协议约定在康惠制药 2019年年报公告后 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 50%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 1,371.27万元。如目标公司 2018、2019年业绩目标均未实

现，则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在康惠制药 2020 年年报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

根据协议第 5.1条的约定扣减乙方的业绩补偿款（如需补偿）后一次性支付（如

有剩余）。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后续事项 

1、业绩承诺 

各方同意并确认，乙方对新高新药业 2018 年度至 2020年度（以下简称“补

偿期限”）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值为准，以下皆同）

作出承诺，并就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就

此，乙方承诺，目标公司补偿期限内各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万元，补

偿期限合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5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变，目标公

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不因本次交易的实施而发生解除、终止，本次交易不涉

及职工安置问题，目标公司依法继续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决定及管理其人力资源事

项等。 

2、相关人员继续履职义务及不竞争义务 

为保证目标公司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乙方【赵平、马宁】作为目

标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五】年内应确保在目标公司持

续任职。 

（五）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

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

救措施和/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上述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超过违反本协议一方订立本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

的因违反本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为免疑问，乙方中的任何一方违约的，乙方其

他方将向甲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对于因本协议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协议各方

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予以解决。协议各方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

调解不成的，应向咸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为准，

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自然人仅签字）之日起成立，并自甲方的董

事会审议通过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议案时正式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高新药业拥有较完善的医药类产品经营资质，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陕

甘宁地区，具备一定的渠道资源优势，收购成功后，有利于公司在西北地区

的销售渠道资源整合，双方优势资源互补，共同拓展陕西及西北地区的医药

经营业务。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高新药业将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若新高新药业与公

司的渠道资源整合工作开展顺利，对公司的业绩有积极影响。 

 

六、交易事项的风险分析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新高新药业的业务、渠道、财务、市场、人员的整

合效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预计收益难以达成的

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新高新药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建设，加强内部合作机

制，整合双方的业务资源，积极防范上述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