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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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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经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6 年 10 月 21 日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

“雅伦生物”）股东等签订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2,930 万元，分阶段合计

受让雅伦生物 69.52%股权。同时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雅伦生物 73.75%股权。 

在协议设定的目标达成后，公司按协议约定估值为基础，以自有资金受让雅

伦生物剩余部分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雅伦生物 100%股权。 

 

目前，公司已分阶段支付股权受让款 8,404.5 万元，受让雅伦生物 50.75%股

权，并取得雅伦生物实际控制权。雅伦生物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加快雅伦生物在研产品的研发进程，公司拟在增资人民币 3,000 万元的基

础上，以自有资金向雅伦生物追加增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合计向雅伦生物增资

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134.4086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865.5914 万元。雅伦生物的注册资本将由 500 万元增至

634.4086 万元。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雅伦生物 50.75%股份，雅伦生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雅伦生物 61.18%股份，其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向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9 人同意，0 人反对，0 人弃权审议通过。 

 

（三）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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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签署本次增资的有关协议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

宜，授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止。 

 

（四）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雅伦医疗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宏雷 注册资本 10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 年 03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55312058XG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 9 号 1 幢三层 379 室（园区）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会议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周宏雷持股 85.64%，信朝华持股 5.94%，郑玉峰持股 5.94%，胡堃持股 2.48% 

 

2、力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董事 徐力健 公司编号 1766049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27 日 

住所 
Room 313, HengNgai Jewellery Centre, 4 Hok Yuen Street East, Hung Hom, 

Kowloon,Hong Kong 

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的研发和经营 

主要股东 徐力健持股 100% 

 

3、鸿德齐跃（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红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07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3066589647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新宫体育健身休闲园 8 号中福 6 号楼 307 室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韩红持股 80%，郑婷婷持股 20% 

 

（二）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力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苏州桓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鸿德齐跃（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苏州桓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股份。经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

苏州桓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订协议，受让苏州桓晨 100%股

权。 

除上述情形外，交易对手各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三、拟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59772465XH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春林大街 16 号 

法定代表人：张昕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6 月 01 日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批发医疗器械（限一类）；医疗

器械研发（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血管支架）；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雅伦生物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雅伦生物 50.75%股

份。 

 

2、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雅伦生物增资

人民币 3,000 万元。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向雅伦生物追加增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公司合计向雅伦生物增资 5,000 万元，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134.408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865.5914 万元。雅伦生物的注册资本将由 500 万元增至 634.4086 万元。 

增资由信立泰单方进行，其他股东放弃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缴雅伦生物

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股权比例亦将根据实际认缴情况调整。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雅伦生物 61.18%股份，雅伦生物仍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雅伦生物的资产总额 1,979.83 万元，负债总额

2,405.06 万元，期末净资产-425.23 万元，本期营业收入 45.87 万元，净利润-779.99

万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雅伦生物的资产总额2,165.99万元，负债总额2,939.49

万元，期末净资产-773.50 万元，本期营业收入 26.80 万元，本期净利润-348.2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本次增资前后雅伦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3.75 50.75% 388.1586 61.18% 

雅伦医疗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125.10 25.02% 125.10 19.72% 

力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6.55 19.31% 96.55 15.22% 

鸿德齐跃（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60 4.92% 24.60 3.88% 

合计 500.00 100.00% 634.4086 100.00% 

 

四、增资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背景及基本情况 

1、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 

第一次股权受让，为公司以人民币 12,930 万元，分阶段合计受让雅伦生物

69.52%股权。在雅伦生物开发的下肢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开展的首次人体实验

（FIM）成功、脑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后，第一次股权受让

完成。同时，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向雅伦生物增资。受让暨增资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雅伦生物 73.75%股权。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项目负责人拟以人民币 90 万元受让雅伦生物转让

方同美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的雅伦生物 0.4839%股权。 

 

在第一次股权受让暨增资完成后，若雅伦生物开发的脑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取

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下肢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开展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FIM）

成功，其估值调整为人民币叁亿肆仟捌佰萬圆。公司拟以前述估值为基础，受让

雅伦生物其他股东仍持有的雅伦生物剩余之股权；同时，受让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及项目负责人员持有的雅伦生物 0.4167%股权，受让价格参照前述估值，按

第三方成交价格。 

本次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雅伦生物 100%股权。 

 



2、目前，公司对雅伦生物的第一次股权受让，尚处于进展阶段。公司已受

让雅伦生物 50.75%股权，并分阶段合计支付股权受让款 8,404.5 万元，取得雅伦

生物实际控制权。雅伦生物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上内容详见 2016 年 10 月 25 日、2018 年 3 月 20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收购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

权暨增资的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于收购雅伦生物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进展公告》）。 

 

3、本次公司增资完成后，雅伦生物其余股东的持股比例将被稀释；或将导

致第一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可获得的雅伦生物股权比例等，根据增资后的情

况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协议的具体履行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二）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雅伦生物的主要在研产品为“脑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及“下肢动脉药物洗脱

支架”，均属于基于成熟产品开发的创新升级产品，差异化优势明显。目前，脑

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已提交注册申请，研发进度领先；下肢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完成

动物实验，并已提交型式检验。本次向雅伦生物增资，主要用于其在研产品的临

床试验等，为其研发提供资源支持，推进产品上市进程，丰富公司在外周血管及

脑血管领域的产品布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公司追加增资的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总

资产的 0.29%，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1、本次增资尚需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相关事宜

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登记备案为准。 



2、根据普遍的行业特点，医疗器械产品上市存在不确定性，研发周期受若

干因素影响，无法确定上市时间，是公司针对中长期发展的投资，具有回报周期

较长的风险。 

3、公司受让雅伦生物剩余股权，以其开发的脑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取得医疗

器械注册证书、下肢动脉药物洗脱支架开展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FIM）成功为

前提，存在实验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相关协议； 

4、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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