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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暨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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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在心血管领域的战略布局规划，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或“信立泰”）于近日与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锦江电

子”或“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

币 4,800 万元受让目标公司 12%股权，同时，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向目

标公司增资。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20%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人为目标公司股东李楚渝、李楚森、李楚武、陈友慧（以下合

称“转让方”）；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成都锦航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

锦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锦医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楚雅、

李楚文放弃转让之股权及认缴增资之优先权。 

 

（二）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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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三）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 转让方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1.1 李楚渝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510103195706****** 

1.2 李楚森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510103196510****** 

1.3 李楚武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510103197007****** 

1.4 陈友慧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510103196809****** 

 

2、 其他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2.1 成都锦航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楚武 类型 
普通合

伙企业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TEA925 

主要经营场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5 号 1 栋 401 办公室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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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合伙人 李楚武 

 

2.2 成都锦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楚文 类型 
有限合

伙企业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TE9U8L 

主要经营场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5 号 1 栋 401 办公室 

经营范围 

为企业提供企业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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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合伙人 李楚文 

 

2.3 成都锦医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友慧 类型 
普通合

伙企业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TEAY7A 

主要经营场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三路 5 号 1 栋 401 办公室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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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合伙人 陈友慧 

 



2.4 李楚雅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身份证号：510105195811****** 

 

2.5 李楚文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身份证号：510107196710****** 

 

李楚雅、李楚文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

发生过交易。 

 

（三）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造成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四） 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标的权属清晰，协议各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前述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2%股权。目标公司位于成都市。 

该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二） 目标公司概况 

1、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四川锦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楚文 注册资本 1033.038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 年 01 月 2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7348059327 

住所 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侯科技园武科东三路 5 号 

经营范围 

研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计算机网络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系统工程的开发、销售；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及货物进出口；研发、生产、租赁、销售医疗器

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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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江电子专注于心电生理领域，拥有完善的心电生理设备及耗材研发、

生产、销售体系，是首家进入欧美心电生理市场的中国企业，曾创国内心电生理

领域多个第一，产品技术性能优越。 

目前，锦江电子拥有已上市电生理设备 7 个，其中二维设备已进入 700 多家

医院，销售渠道稳定，市场占有率国内领先；核心产品“多道生理记录仪”、“心

脏射频消融仪”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专业领域得到高度认可。在研

发领域，公司有更新换代设备，以及射频消融导管、标测导管、压力导管等心电

生理耗材处于不同的临床阶段，产品布局合理、管线丰富。 

 

3、 各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权转让及增资前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1  信立泰 - 20.0000% 

2  李楚渝  7.48% 2.5553% 

3  李楚雅 27.61% 25.0981% 

4  李楚森 26.41% 19.9960% 

5  李楚文 15.94% 14.4921% 

6  李楚武 8.50% 5.1864% 

7  陈友慧 3.12% 2.7246% 

8  
成都锦医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75% 1.5908% 

9  
成都锦航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45% 1.3166% 



10  
成都锦宁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7.74% 7.0401% 

合计 100.00% 100.0000% 

锦江电子原股东放弃转让之股权及认缴增资之优先权。 

 

4、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经审计） 

2017 年 9 月 30 日（元）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5,875,297.10 68,133,692.67 

净资产 39,953,393.98 51,255,837.80 

应收款项总额 5,335,647.70 5,221,946.41 

负债合计 15,921,903.12 16,877,854.87 

所有者权益 39,953,393.98 51,255,837.80 

项目 2016 年度（元） 2017 年 1-9 月（元） 

营业收入 39,977,957.29  30,790,940.28 

营业成本 9,664,637.77 5,823,049.77 

营业利润 4,611,092.17 5,927,665.56 

利润总额 7,096,653.01 8,371,288.16 

净利润 6,493,291.37 7,885,872.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62,764.84 5,828,665.86 

其中，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2017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 目标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四川锦江医

疗设备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进出

口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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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信迈医

疗器械有限

公司 

929.0975 17.221% 

医疗器械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

技术咨询。（外资比例低于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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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受让股权 



（1） 交易标的：自然人股东持有的锦江电子 12%股权。 

出让方：李楚渝、李楚森、李楚武、陈友慧 

受让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交易价格：人民币肆仟捌佰萬圆（￥48,000,000 元）。 

（3） 付款方式：根据合同履行进展情况分三期付款。 

（4） 锦江电子其他股东放弃受让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2、 向锦江电子增资 

（1） 股权转让的同时，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肆仟萬圆（￥40,000,000 元）

向目标公司增资。其他股东放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之优先权。 

（2） 增资款用于目标公司生产车间扩建、研发投入、临床试验、现有办公

楼改造等。 

（3） 支付方式：增资款随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缴付。 

（4） 增资完成后，锦江电子董事会将由 5 人组成，其中信立泰提名 1 名董

事。 

3、 股权受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锦江电子 20%股权。 

4、 违约责任 

4.1 若转让方、目标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陈述、保证、承诺等，

或存在其他违约行为，但不影响协议目的实现的，信立泰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

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实际损失的，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约定予以赔偿； 

4.2 若转让方、目标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陈述、保证、承诺等，

或存在其他重大违约行为，影响协议目的实现的，信立泰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

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实际损失的，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按

约定予以赔偿。 

4.3 若信立泰迟延付款未超过 30 日，或存在其他违约行为，但不影响协议目

的实现的，其他各方有权要求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实际损失的，信立

泰按约定予以赔偿； 



4.4 若信立泰迟延付款超过 30 日，或存在其他重大违约行为，且影响协议目

的实现的，其他各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实际损

失的，信立泰按约定予以赔偿。 

5、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取得其权力机关批准后生效。 

 

四、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

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本次交易事项与募集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无关，不存在

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交易目的 

心电生理的治疗领域为心律失常。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人口老龄化日趋

严重，我国心律失常发病率逐渐提高。目前心律失常患者约 2000 万，其中房颤

患者约 1000 万，室上性心动过速患者约 400 万，人群分布广泛。心律失常的治

疗方法为药物及非药物治疗，而心律药物治疗效果有限，非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

疗手段。心电生理治疗能治愈部分心律失常患者，因此成为室上速、房性心动过

速等快速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的首选治疗措施之一。据统计，2016 年心电生理全

球市场规模约为 37 亿美元，预计 2020 年达 52.5 亿美元。作为增长最快速的市

场之一，近年国内心电生理治疗所依托的射频消融手术量逐年增长，2016 年达

13 万例，同比增长 19%，市场空间广阔。 

作为高端医疗器械，心电生理治疗领域的开发涉及多学科知识，技术难度大、

壁垒高。锦江电子在心电生理领域耕耘多年，拥有完善的心电生理研发、生产、

质量、管理等体系，能为心电生理介入诊断与治疗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心电生理

设备国内领先。此次公司通过参股锦江电子，可以快速进入有源心电生理领域，

并与公司在研的左心耳封堵器、利伐沙班等项目形成协同效用，借助公司丰富的

循证医学推广优势，打造完整的心电生理平台，进一步完善公司心血管领域产品

线，提升公司在心血管领域综合解决方案的地位。 

 



（二） 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股权及增资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8,8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

经审计总资产的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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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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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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