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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公司股权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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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向产业链的下游

拓展，购买了制药企业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和药业”）

48.6512%的股权，并形成实际控制，实现了公司由纯研发企业向研、产、销一体

化医药集团企业的初步跨越。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天地人和药业的管理，简化股权结构，完善经营管理模

式，公司拟与陕西威信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信制药”）、上海国弘开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国弘”）、杨凌尚志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尚志生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购买方式，受让上述三家公司

持有的天地人和药业 51.3488%的股权资产。本次股权转让后，威信制药、上海国

弘、尚志生物不再持有天地人和药业股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3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

第 1906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天地人和药业的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14,997.08 万元；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11月 28日出具的瑞华审字[2018]61060039 号审计报告，审定 2018年 6月 30

日天地人和药业的总资产金额为人民币 24,488,904.69元，总负债金额为人民币

11,962,116.02 元，净资产金额为人民币 12,526,788.67 元。 

经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后确定本次现金购买的天地人和药业 51.3488%股权

部分的总价值为人民币 742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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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陕西威信制药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 13.4076%的股权 

交易价格：人民币 1,938.00万元 

二、交易对手：上海国弘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交易价格：人民币 3,612.50万元 

三、交易对手：杨凌尚志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 12.9412%的股权 

交易价格：人民币 1,8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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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第

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

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40,803,694.96 元，期末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23,013,782.06 元。本次交易所

涉金额为人民币 7,420.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

额的 30.82%，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额的 33.27%，超过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30%，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资产净额的 50%，因此本次交易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本次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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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12 月 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未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工商行政关联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陕西威信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六路西端 18 号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六路西端 1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松卫 

实际控制人：吴松卫 

主营业务：医药和化工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国弘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恒丰路 600 号（1-5）幢 2101-29 室 

注册地址：上海市恒丰路 600 号（1-5）幢 2101-29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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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上海长江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注册资本：5.2 亿元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杨凌尚志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桥南路 12 号 

注册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桥南路 1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尚志 

实际控制人：王尚志 

主营业务：医药和化工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渭路 1 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27351047E；注册资本：6000 万元；住所：陕西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兴渭路 1号；经营范围：胶囊剂、颗粒剂、片剂、洗剂、凝胶膏剂、贴剂的

生产、销售；卫生材料的生产、销售（医用除外）；医疗器械、医药原料及中间

体、天然植物提取物、中药材、中成药及中药饮片、营养保健食品添加剂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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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陕西天地人和药业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为

人民币 24,488,904.69 元，总负债金额为人民币 11,962,116.02 元，净资产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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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12,526,788.67 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它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地人

和药业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6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第 61060039 号）。 

审计意见如下：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天地人和公司 2018 年 6 月 30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 1-6 月、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天地人和药业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8年 12

月 3日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8）第 1906号《资产评估报告》。 

 

四、定价情况 

公司购买天地人和药业 51.3488%的股权，定价为人民币 7,420.50 万元。

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

资产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最终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8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地

人和药业进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1906 号），

天地人和药业 100%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4,997.08 万元，对应 51.3488%股

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7,700.82万元。 

本次评估的具体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6月 30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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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陕西天地人和药

业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

足评估目的，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及股权流

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成交价格：预计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7,420.50万元  

2、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3、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1.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综合考虑标的物的评估价值、账面价值、发展潜

力等因素,并经公司和交易对手平等协商确定。  

2.本次交易时间安排：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以合同约定时间为准。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买资产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权的股权购买交

易，交易标的天地人和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未发生 

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同业竞争情况未发生变化，收购天地人和药业股权有利于

进一步强化股权集中度，加强对天地人和药业的管理，简化股权结构，整合优

质资源，完善经营管理模式。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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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

第 1906 号） 

三、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编号：瑞华审

字[2018]第 61060039 号） 

 

 

 

陕西合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