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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7---094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供销公司收购凯达医药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快公司战略发展，迎合商业布局思路，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供

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拟以其自有资金收购杨树凯所持有的辽宁凯

达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医药”实际控制人为杨树凯）51%股权，该项

目投资估算 306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凯达医药现经营药品品规 6000 余种，其中独家代理的品种达 1000 余种，

销售和配送网络遍及葫芦岛、兴城、绥中、建昌、喀左、凌源、锦州，其中与县

级以上医院和 100 余家乡镇医院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与 3000 余家医疗机

构、零售药店和社区门诊等销售终端有直接的业务往来，绥中县“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等荣誉称号。 

 本次收购凯达医药 51%股权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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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信息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所在地 

杨树凯 3000 60% 辽宁省绥中县中央路 

（二）交易对方与东北制药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无任何关系，未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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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信息：本次交易标的为凯达医药 51%的股权。 

1）企业名称：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法人：李冬梅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 绥中县绥中镇丝绸路 19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4211208603989  

7）成立日期：1993年 04 月 25日 

8）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的批发；精神药品第二类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销售；日用品、化

妆品、保健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三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缝合材料及

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销售；二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

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

件，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含诊断试剂），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

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销售。消毒消杀用品销售；医药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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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明细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转让比例 类别 

杨树凯 3000万元 60% 51% 股权转让 

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对凯达医药法律尽职调查后认为，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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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当前的注册资本实缴 20%，即实缴 1000万，并未缴足。凯达医药的设立及

历次变更均已履行了法律程序。 

3、凯达医药账面价值及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 月 30日）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截止评

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1,275.80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9,636.23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639.57万元，经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收益法评

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6173.49 万元，增值额为 4533.92万元，增值率为

276.53%。 

4、凯达医药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资

产总额为 112,757,968.61元，负债总额为 96,362,312.09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为 16,395,656.52 元；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 223,850,145.52 元，净利润

1,335,667.15元，2017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122,065,940.52 元，净利润

2,394,053.85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股权受让方） 

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56号 

法定代表人：刘杰 

乙方：杨树凯（股权转让方） 

住所地：绥中县绥中镇丝绸路 19号 

法定代表人：李冬梅 

丙方：李冬梅 

（一）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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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转让比例 首次支付 其余支付 共计支付 

杨树凯 60% 51% 1860 万元 
三期对赌每年各支付 400

万元，合计 1200 万元 
3060 万元 

（二）支付条件 

1、鉴于甲方仍有第二期至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1200万元人民币尚未向乙

方支付；甲方、丙方均同意由乙方组建经营管理团队，负责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且无论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名称如何变更，甲方、丙方均

同意聘请乙方组建的经营团队负责该公司的经营，本协议所指“辽宁凯达医药有

限公司”如未来名称变更不影响本协议执行。 

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1）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一个协议年度内实现目标净利润 1200万元或以上，同时实现目标销售收入

不低于36000万元，则甲方同意向乙方全额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400万元； 

（2）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一个协议年度内实现净利润不足 1200万元但大于等于 1020 万元，同时实现

目标销售收入不低于 36000万元，则甲方同意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

的百分比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计算方式为：实付款=(实际完成净利润

÷1200万元)×400万元，剩余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3）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一个协议年度内实现净利润小于 1020万元，或实现目标销售收入小于 36000

万元，则甲方将不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全

部自动免除； 

3、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1）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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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第二个协议年度内实现目标净利润 1350万元或以上，同时实现目标销售收入

不低于 40500万元，则甲方同意向乙全额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400 万元； 

（2）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二个协议年度内实现净利润不足 1350万元但大于等于 1148 万元，同时实现

目标销售收入不低于 40500万元，则甲方同意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

的百分比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计算方式为：实付款=(实际完成净利润

÷1350万元)×400万元，剩余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3）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二个协议年度内实现净利润小于 1148万元，或实现目标销售收入小于 40500

万元，则甲方将不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全

部自动免除； 

4、第四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1）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三个协议年度内实现目标净利润 1500万元或以上，同时实现目标销售收入

不低于 45000万元，甲方同意向乙方全额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400 万元； 

（2）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三个协议年度内实现净利润不足 1500万元但大于等于 1275 万元，同时实现

目标销售收入不低于 45000万元，则甲方同意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

的百分比向乙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计算方式为：实付款=(实际完成净利润

÷1500万元)×400万元，剩余的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3）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

司第三个协议年度内实现净利润小于 1275万元，或目标销售收入小于 45000万

元，则甲方将不向乙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全部

自动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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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累计完成的支付 

如在乙方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任意

一个协议年度未实现原定目标净利润、目标销售收入，但是第三个协议年度结束

后第一年至第三年实现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4050万元且实现销售收入累计不低于

121500 万元，甲方将向乙方补齐股权转让款自动免除部分。 

（二）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值 51%价值进行收购。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按收益法评估收购标的的评估值为 6173.49 万元，收购股权标

的按 6000万元计算，收购 51%股权金额为 6000万元*0.51≈3060 万元。即人民

币 3060万元。 

（三）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该项目投资资金采取供销公司长期投资方式，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合同解除 

1、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2、在乙方的经营管理下如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任意一个年度的销售收入、

利润比上一年度的销售收入、利润均下滑，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未支付的股权

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此条款不受本协议第 2条约束。 

3、鉴于乙方自然人股东身份，乙方不可向第三方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

务。如对赌期间，出现乙方将所持有的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部分）股

权转让给第三方，或乙方拒绝组建经营团队负责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的经营，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五)其他约定 

1、 三方特别约定甲方经工商登记正式成为公司股东之日前乙方、丙方不针

对公司实施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出让或收购重大资产（注：本协议项下的“重

大”系指公司与同一交易对象实施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万元的交易）、重大借款

或担保、对外捐赠、放弃既有权力或将该权利授权他人行使，以及其他可能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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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担义务，且该义务并非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行为。 

2、鉴于在甲方成为公司股东前，乙方、丙方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三方在此确认在甲方经工商登记正式

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共同形成有效之股东决议或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注销相

应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后公司注册资本为认缴人民币 1000万元、实缴人民币 1000

万元； 

 五、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东北制药的影响 

（一）凯达医药作为民营资本，在资金、产品结构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依然

在当地市场保证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及良好的医疗院所渠道覆盖。因此，成为供

销公司控股子公司后，借助于东北制药的品牌、资金及代理产品优势，通过对赌

激发企业内部活力，销售收入会出大幅增长。本次交易符合东北制药战略发展方

向，利于其全资子公司供销公司商业布局，迎合产业布局思路，对东北制药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二）本次交易对东北制药本期及未来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相关协议； 

3、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17）第 470155

号专项审计报告； 

4、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信众合评报字【2017】第 L1006

号评估报告； 

5、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出具的《关于辽宁凯达医药有限公司

法律风险的尽职调查报告》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