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0-079 

债券代码：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天生物”）、西安陕核恒华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陕核恒华”）、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成资产”） 

管理的理成新视野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理成 10 号”）共 3 名特

定投资者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2、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天生物将持有公司 41.97%的股权，仍然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董大伦先生通过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天生物 80%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新天生物、陕核恒华、理成 10 号共 3 名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投资者。本次发行对象中陕核恒华、理成资产为公司引入的战

略投资者；本次发行对象新天生物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新天生物持有公

司 44.04%的股份，为公司关联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6.00 元/股（在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8,125,000 股（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将随价格一并调整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本次权益变动前，

陕核恒华、理成 10 号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陕核恒华、理成

10 号将分别持有公司股份的 6.46%。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117,096,000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到不超过 145,221,000 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权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新天生物 51,568,962 44.04 60,943,962 41.97 -2.07 

2 陕核恒华 0 0.00 9,375,000 6.46 6.46 

3 理成 10 号 0 0.00 9,375,000 6.46 6.46 

4 其他股东 65,527,038 55.96 65,527,038 45.12 -10.84 

合计 - 117,096,000 100.00 145,221,000 100.00 0.00 

注：1、上述股东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均为直接持股；2、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

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17,096,000 股，新天生物持有公司 44.04%的股

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董大伦先生通过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天生物 80%的股份，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8,125,00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到不超过 145,221,000

股，新天生物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9,375,000 股，按照本次发行数量上限测

算，新天生物将持有公司 41.97%的股份，仍然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董大伦先生

通过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天生物 80%的股份，仍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新天生物 

公司名称 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董大伦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 万元 

注册地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高新路 80 号 

成立日期 1992 年 10 月 8 日 

经营期限 2001 年 7 月 30 日至 2031 年 7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152145917666 

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非金融性投资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以

上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须持行政许可证经营） 

2、陕核恒华 

公司名称 西安陕核恒华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陕核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满仓）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5,700 万元 

企业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 3001 号华商文化传媒中心 2 楼 901-18 

成立日期 2020 年 5 月 14 日 

经营期限 长期有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3MAB0GCN03Y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医药投资、股权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自

有资产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3、理成资产 

公司名称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程义全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299 号西楼办公楼 20 层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15 日 

经营期限 2007 年 6 月 15 日至 2027 年 6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62490272E 

经营范围 
企业委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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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成资产以其管理的“理成新视野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的股份。“理成新视野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备案编码为 SLB690。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按照本次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新天生物控制公司

41.97%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若存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未按照认

购上限进行认购等特定情形，新天生物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比例可能超过

44.04%。未来发行时，新天生物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可能触发《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并将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陕核恒华、理成资产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贵阳新天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

非公开发行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