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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7-02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英特药业投资温州一洲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八届八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温州一洲项目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相关内容披露在 2016 年 11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八届十三次董事会议以“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投资温州一洲的议案》，同意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

特药业”）与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简称“一洲连锁”或“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英特药业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一洲连锁 51%股权，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

付，合计不超过 5,100 万元。首期股权转让款为 3,315 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不超过 1,785

万元，在 2017-2019 年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根据目标公司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安排支付。 

英特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股权。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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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一洲连锁全体股东黄晓秋、胡建初、蒋武、邹萍 

黄晓秋，住址为温州市鹿城区，目前持有一洲连锁 51.35%股份，在一洲连锁就职； 

胡建初，住址为温州市鹿城区，目前持有一洲连锁 28.075%股份，在一洲连锁就职； 

蒋武，住址为温州市鹿城区，目前持有一洲连锁 10.225%股份，在一洲连锁就职； 

邹萍，住址为温州市鹿城区，目前持有一洲连锁 10.35%股份，在一洲连锁就职。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㈠ 投资方式 

一洲连锁整合温州市一洲药品零售有限公司（简称“一洲零售”，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拟签署温州一洲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后，在



2 
 

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英特药业以现金方式受让一洲连锁 51%股权，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

合计不超过 5,100 万元，本次股权受让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㈡ 一洲连锁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 月，一洲连锁完成对一洲零售的业务整合，整合后的一洲连锁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轻工业产业园区盛宇路 21 号四楼 

注册资金：2520 万元 

成立时间：2010 年 2 月 2日 

法定代表人：黄晓秋 

经营范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连锁）（在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经营医疗器械（具体内容详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在其有效期内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食品、消毒用品、日用品、玻璃仪器

的销售；药品展示展览。 

㈢ 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一洲连锁和一洲零售编制的汇总财务报表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2370 号审计报告，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2 月 28 日 

资产总额       42,963,599.76        63,812,137.45  

负债总额       37,209,337.24        35,446,553.03  

应收账款        5,207,308.88         4,781,599.59  

  其他应收款        2,897,759.18         9,692,842.08  

净资产        5,754,262.52        28,365,584.42  

 2016 年 1—12 月 2017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163,827,619.74        28,006,186.24  

营业利润        5,227,085.23           414,527.10  

净利润        3,869,788.44           411,3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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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118,897.41         4,868,143.96  

㈣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

华评报字(2017)第2029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2017年2月28日，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后一洲

连锁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0,070.00万元，评估增值7,233.44万元，增值率255.01%。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㈠ 协议签署方 

甲方：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乙方：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㈡ 股权转让方式 

甲方 4 名自然人股东一致同意各自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的 51%分别转让给乙方。股

权转让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51%的股权，甲方 4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49%股权。

股权转让后的温州一洲连锁股东及持股情况详见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285.20 51.00 

2 黄晓秋 634.07 25.16 

3 胡建初 346.67 13.76 

4 蒋武 126.26 5.01 

5 邹萍 127.80 5.07 

合计 2520.00 100 

㈢ 公司估值及调整 

1、公司估值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17）第【2029】号”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目标公司评估值为 10,070 万元。经协商，

各方确定目标公司的估值为：10000 万元。 

2、业绩承诺与估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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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绩承诺指标 

甲方承诺的未来业绩指标是本次股权合作目标公司估值确定的重要依据； 

针对以上公司估值，甲方承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三

年期间（以下简称“承诺期”）目标公司应完成以下业绩指标（表一）： 

表一：业绩指标 

净利润指标 销售收入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三年累计 2017-2019 三年年均销售收入

不低于 1.80亿元（不含税） 670 万元 737 万元 810 万元 2217 万元 

（2）估值调整 

如承诺期内目标公司业绩指标未达成，则目标公司的估值按如下约定做相应调整： 

（a）如果承诺期内 2018年或 2019 年的实际净利润低于 2017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或销

售收入指标完成率低于 95%（不含本数，下同），则无论三年累计净利润指标是否完成均视

为未完成业绩指标，则目标公司估值调整为 6500 万元。 

（b）如果承诺期内的销售收入指标完成率达到 95%以上（含本数，下同）且 2018 年、

2019 年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但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净利润未达

到 2217 万元的，则根据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净利润完成情况按约定调整目标公司

估值。 

(3)如承诺期内目标公司销售收入指标完成率达到 95%以上且 2018 年、2019 年的实际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且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净利润达到 2217 万元的，则

目标公司估值不予调整，即目标公司估值等于 10000 万元。 

㈣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乙方受让股权的投资款分两期支付： 

1、首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乙方支付按照目标公司估值计算的股权转让款的 65%，即乙方首

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00 万元×51%×65%=3315 万元；首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遵循以下约

定： 

（1）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60%的首期

股权转让款（即 1989 万元），乙方根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已支付的定金 100 万元

自动抵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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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目标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股权转让方支付剩余的

40%的首期股权转让款（即 1326 万元）。 

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在 2017-2019 年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根据目标公司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安排支付。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审计后，并在双

方确认业绩承诺期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后 15 个工作日内，给予支付。 

3、甲方中各自然人股东的股权转让款由乙方按本条约定支付至指定的目标公司银行账

户，由目标公司代收代付，并由目标公司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 

㈤ 工商变更登记 

在目标公司收到乙方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第一笔款项后 10 个

工作日内，甲方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目标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名称、股东、章程修改等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给予积极配合；非甲方主观因素造成的延误除外。 

㈥ 过渡期损益 

根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 2500 万元。经双方协商

确认，基准日净资产超过 2500 万元部分由甲方享有。 

过渡期损益：审计基准日（审计基准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至股权交割日（股权交割

日指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之间发生的损益由甲、乙双方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审计确认，该期间发生的损益由甲方承担或享有。 

㈦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没有全面履行其在本协议中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

赔偿责任，支付违约金 200 万元，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违约方还应给予赔

偿。 

2、因一方违约导致守约方为寻求法律救济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合理的律师代理费、交通差旅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㈧ 协议生效及效力 

1、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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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协议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原甲乙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自然终止。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若本次合作完成，将进一步加快公司在零售终端领域的发展，提升公司在温州地区

的终端掌控力。 

2、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但仍然面临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

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为此，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 

3、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