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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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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13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宣城市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800万元向

查敦传、范先会、徐峻、吴志兵、张解忠、杨国栋、乐文军收购其合计所持有的

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城眼科”、“标的公司”）80%股权。本

次收购完成后，宣城眼科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

情况实施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文件。 

2017年 11月 13日，公司与查敦传、范先会、徐峻、吴志兵、张解忠、杨

国栋、乐文军 7 名自然人签署了《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宣城

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资产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资产收购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查敦传 

身份证号码：3425241967******** 

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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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先会 

身份证号码：3424221972******** 

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三）徐峻 

身份证号码：3425011972******** 

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四）吴志兵 

身份证号码：3402211976******** 

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五）张解忠 

身份证号码：3425011977******** 

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六）杨国栋 

身份证号码： 3425291973******** 

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七）乐文军 

身份证号码：3424011980******** 

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自然人查敦传、范先会、徐峻、吴志兵、张解忠、杨国栋、乐文军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为查敦传、范先会、徐峻、吴志兵、张解忠、杨

国栋、乐文军 7 名自然人所持有宣城眼科共计 80%的股权。 

（二）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

冻结等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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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佟公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查敦传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05月 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0MA2MW53833 

经营范围：眼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验光配镜；房屋租赁；软、硬性角

膜接触镜验配、销售及护理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不含冷冻冷藏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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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查敦传 1,922,100 64.07 

2 范先会 800,700 26.69 

3 徐峻 80,100 2.67 

4 吴志兵 60,000 2.00 

5 张解忠 54,000 1.80 

6 杨国栋 42,600 1.42 

7 乐文军 40,500 1.35 

合计 3,000,000 100% 

3、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宣城眼科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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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6,450,002.21 40,069,724.69 

负债总额 34,459,648.90 29,532,880.56 

应收账款 2,471,843.40 1,939,361.88 

净资产 21,990,353.31 10,536,844.13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0,882,978.07 26,205,011.27 

营业利润 2,636,379.33 7,439,119.24 

净利润 1,917,734.64 5,546,49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4,911.68 8,960,251.08 

【附注： 

（1）标的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原因主要为： 

1）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完成由非盈利性医院改制

为盈利性医院，2016年的报表只有 2016年 5-12月共 8个月的利润。 

2）2017年收入和毛利均较高的飞秒手术的手术量增加。 

3）2017年加强了费用控制，销售费用较上年有所降低，管理费用小幅增加。 

4）2017年加强了应收账款的管理，应收账款降低，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2）标的公司净资产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为： 

1）2017年 6月，公司完成了减资，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减少到 300万元，

减少净资产 1,700万元； 

2）2017年 1-9月净利润 554.65万元，增加净资产 554.65 万元。】 

4、标的公司业务介绍 

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5月，其前身为设立于 2002年的宣

城市眼科医院，是一家从事眼科医疗服务的眼科专科医院，也是宣城、芜湖两地

第一家眼科专科医院。公司开展的主营业务有：屈光手术项目、白内障项目、眼

视光项目、眼前节项目、眼后节项目、外眼及眼整形项目等。专科设备先进齐全，

专科技术安徽省内领先。 

宣城眼科是宣城市眼科重点专科、宣城市眼科医疗质控中心、宣城市医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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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医院、宣城市 5县 1市 1区新农合定点医院、宣城市工伤保险定点医院、宣城

市白内障康复定点医院、宣城市低视力康复定点医院。宣城眼科开展多项先进眼

科技术，如飞秒激光及准分子激光矫正近视、飞秒激光及超声乳化吸除白内障、

玻璃体切割治疗复杂眼底病、眼部整形等手术以及斜弱视综合矫治、医学验光配

镜等技术。宣城眼科在区域行业具有绝对领先地位。 

宣城眼科融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凝聚了一批致力于眼科事业的专业技

术人才，拥有国内多名知名眼科医院的资深专家作为特约医疗顾问，与国内外数

家著名眼科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是国内眼科专家会诊基地。 

宣城眼科具有多年发展的积淀，其口碑和品牌影响力日益提升。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与查敦传、范先会、徐峻、吴志兵、张解忠、杨

国栋、乐文军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查敦传、范先会、徐

峻、吴志兵、张解忠、杨国栋、乐文军收购其合计所持有的宣城眼科 8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宣城眼科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甲方/收购方：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查敦传、范先会、徐峻、吴志兵、张解忠、杨国栋、乐文军 

（一）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系指甲方拟收购的乙方所持有的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80%股

权。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转让股权对应实缴出资额

（元） 

转让股权占标的公司股权

比例（%） 

1 查敦传 1,537,680 51.26 

2 范先会 640,560 21.35 

3 徐峻 64,080 2.14 

4 吴志兵 48,000 1.60 

5 张解忠 43,200 1.44 

6 杨国栋 34,080 1.14 

7 乐文军 32,400 1.08 



                                 证券代码：002317            公告编号：2017-101 

第 6页 共 10 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转让股权对应实缴出资额

（元） 

转让股权占标的公司股权

比例（%） 

合计 2,400,000 80.00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乙方承诺宣城眼科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750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佰伍拾万元整）的情况下，

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为 11,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8,800 万元（大写：人民币捌仟捌佰万元整），上述交易价格

为含税价格，乙方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如依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因

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需要由甲方履行代扣代缴税费义务的，双方同意相关税费由

甲方从应向乙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款中扣除；甲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应在收到

完税证明后及时转交给乙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股权对应实

缴出资额（元） 

转让股权占标的公

司股权比例（%） 
现金对价金额（元） 

1 查敦传 1,537,680 51.26 56,381,600.00 

2 范先会 640,560 21.35 23,487,200.00 

3 徐峻 64,080 2.14 2,349,600.00 

4 吴志兵 48,000 1.60 1,760,000.00 

5 张解忠 43,200 1.44 1,584,000.00 

6 杨国栋 34,080 1.14 1,249,600.00 

7 乐文军 32,400 1.08 1,188,000.00 

合计 2,400,000 80.00 88,000,000.00 

（三）股权收购方式：现金收购。 

（四）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价款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在完成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

方 60%的交易价款，即 5,280 万元（大写：伍仟贰佰捌拾万元整）。 

第二期：经甲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

的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剩余的交易价款，即

3,520 万元（大写：叁仟伍佰贰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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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业绩补偿 

经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如乙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低于 750 万元，则乙方全体成员须承担补偿义务。乙方全体成员为补偿

义务人，补偿金额由乙方各成员按照本次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标的公司的持股

比例为基础计算承担各自补偿义务，乙方各成员就补偿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责

任。 

乙方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应补偿金额=（11,000 万元÷750 万元）

×（750 万元-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0%。 

补偿金额从甲方第二期应向乙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中进行抵扣；若交易对价不

足以抵扣的，则乙方须在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的方式向甲方补偿未予以抵扣部分。 

（六）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 

过渡期间是指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的期间。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按如下原则

处理： 

1、各方同意并确认，股权交割日后，甲方可自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过渡期内标的公司的资产损益，由

甲乙双方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进行确认。股权交割日后，宣城眼科

截至基准日之后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由交割日后标的公

司各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所有。 

2、标的公司资产在过渡期间内，净资产增加的部分均由交割日后标的公司

各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享有；净资产减少的部分，由乙方各成员按照本次股权交

割日前各自持有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为基础计算，并各自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乙方各成员承担连带责任。 

（七）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 

2、甲方按照其内部决策程序（即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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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

交易以及同业竞争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及宣城眼科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收购宣城眼科 80%股权，是公司基于战略在眼科医疗服务领域的重要布

局，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本次交易综合考虑公司眼科生态

圈的战略打造、医疗服务市场机遇，以及宣城眼科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医疗

服务量、品牌影响力、技术水平等因素，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交易价格，资产

定价原则公平合理。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收购宣城眼科 80%股权事项。 

 

七、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平合理性 

宣城眼科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稳定且增长预期较强，其核心人员经验丰富且业

务能力突出，宣城眼科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与能力。同时综合考虑公司眼科生态

圈的战略打造、医疗服务市场机遇，以及宣城眼科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医疗

服务量、品牌影响力、技术水平等因素。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交易对方承诺宣城眼科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750万元的情况下，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为

11,000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8,800万元，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根据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公司未来的战略定位将以全眼科领域为核心

业务板块贯穿整个大健康范畴，构建围绕以眼科生态为核心业务板块的“一体两

翼”业务格局（医药+医疗+健康管理），建立眼科专业队伍，深度服务眼科医生

和患者，构建眼科健康的产业生态圈。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战略在眼科医疗服务

领域的重要布局，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股东利益，为实现公司的长期

战略规划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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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继 2017 年 6 月进入眼科医疗服务市场的又一里程碑，是公

司眼科医疗服务业务的战略布局，是公司打造眼科全生态圈的重要举措，进一步

扩大公司的业务领域，强化公司新兴业务的成长性，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场

竞争优势，建立眼科领域行业位势。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支持公司体系内上

游医药工业的业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及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构建眼科专

科诊疗服务体系，满足眼病患者诊疗需求，为眼病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利用内外部资源支持宣城眼科眼病诊疗、视光学、

眼保健业务的发展，提升医院的眼科医学服务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学服务

体验，促进医院的业务增长。 

公司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并购标的进一步的资源整合，加快其战略发展规划

的实施，增强竞争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三）存在的风险 

1、政策风险 

医院经营是一个受监管程度较高的行业，其监管部门包括国家及各级地方卫

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这些监管部门均会制订相关政策法规，对医院经营行业

实施监管。当国家医院投资运营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时，将会对本次投资医院经营

带来政策风险。 

2、市场竞争风险 

伴随老龄时代的到来、国家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建设医院的政策陆续出台，将

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加之现有医疗机构的竞争意识和竞争

能力也在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 

3、管理与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宣城眼科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参与宣城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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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管理，需要双方在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经营资源等方面的不断整合，管

理与整合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业绩风险 

交易对方承诺的 2017 年业绩是基于宣城眼科目前的运营能力和未来的发展

前景做出的综合判断，最终其能否实现承诺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独立

意见； 

（三）《资产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