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2022-034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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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普莱柯”）拟以

货币方式对参股公司中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普生物”）

增资 4,048.93 万元。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中普生物累计交易 2 次，累计交易金

额 47.13 万元；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

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概述 

中普生物系普莱柯的参股公司，公司目前持有其 46.50%的股权。为支持中

普生物进一步发展，公司、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股份”）拟

以货币方式按照持股比例对其进行增资 8,272 万元。根据中普生物资产评估报告

（中资评报字【2021】1014 号），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普生物注册资本

为 35,000 万元，评估后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35,302.86 万元。因此，本次增资

股东以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认缴出资，8,272 万元增资额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其

中：中牧股份认缴出资 4,223.07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为 48.99%；公司认缴出



 

 

资 4,048.93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为 46.97%；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农业”）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增资后其持股比例为 4.04%。本次

增资完成后，中普生物注册资本由 35,000 万元增加至 43,272 万元。 

2、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中普生物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6 日，主要从事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口蹄疫

疫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成立以来，中普生物根据其战略规划，积极投入资

金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同时根据农业农村部《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生产

企业设置规划》的要求，按照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进行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并新

建实验动物房，固定资产投资较多。2018 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我国生猪养殖

业遭受重创，中普生物的经营环境面临挑战。为满足中普生物经营发展需要，促

进其持续发展，经股东共同商议，决定由中牧股份、公司以货币形式对其进行增

资，中信农业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 

3、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秦德超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过去 12 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中普生物共发生关联交易 2 次，累

计交易金额 47.13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副董事长秦德超先生、董事会秘书赵锐先生分别担任中普生物副董事



 

 

长、董事职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三）规定关联关系

情形，因此，中普生物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对其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人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MA6N805043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冬荀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6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玉泉路 8 号 

经营范围：兽药、动物保健品及其相关产品的加工、生产、销售，研究开发

兽药新技术、新产品，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冷藏车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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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与关联人关系说明及其资信状况 

除公司副董事长秦德超先生、董事会秘书赵锐先生分别担任中普生物的副董

事长、董事职务外，公司与中普生物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债权债务

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中普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3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 

（万元）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中牧股份 16,975.00 48.50 4,223.07 21,198.07 48.99 

普莱柯 16,275.00 46.50 4,048.93 20,323.93 46.97 

中信农业 1,750.00 5.00 / 1,750.00 4.04 

合计 35,000.00 100.00 8,272.00 43,272.00 100.00 

注：本次增资中牧股份和普莱柯以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认缴出资，8,272 万元增资额全部计



 

 

入注册资本。 

2.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836.88 41,086.87 

净资产 29,524.87 29,260.07 

项  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6,541.43 858.65 

净利润 -1,203.26 -298.81 

审计机构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普生物为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其主营业务与公司之间有高度的业务协同

性，公司本次对其增资旨在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促进其进一步健康发展，为后

期口蹄疫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产业化做好充分的准备。若中普生物后续经营发

展良好，将会为公司业绩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受新冠疫情、经济发展、养殖

行情、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中普生物快速发展、业绩增长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秦德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事项。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3 名监事一致同意通过该事项。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参股公司的实际发展需求及公



 

 

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参股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及普莱

柯的发展战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

一致的原则，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情形，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董事秦德超先生

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参股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