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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73.78%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或“公司”、“甲方”）与

张国宁（乙方一）、济南源之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二】、

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三】、蒋佩佩（乙方四）、孙国

慧（乙方五）签订了《收购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73.78%股权之股权转让

协议》，以431,363,508.30元现金收购乙方一、乙方二、乙方四、乙方五持有的

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73.78%的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77%，标

的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36.84%，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73.78%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其他政府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乙方一： 

姓名：张国宁 

身份证号码：3701031968******1X 

2. 乙方二： 

名称：济南源之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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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12MA3CRJ1U4C 

成立时间：2016年 12月 15 日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路 126号科苑大厦 1009-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源华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取得相关许可或备案后开展经营，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3. 乙方三 

名称：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HK772G 

成立日期：2016年 09月 28 日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综保区）港兴三路济南药谷 1 号楼 A

座 150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国宁 

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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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乙方四 

姓名： 蒋佩佩 

身份证号码：3701031940******26 

5. 乙方五：  

姓名：孙国慧 

身份证号码：3701021972******22 

以上乙方项下列出的签署方合称为“乙方”或“交易对方”。交易对方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98859788J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31.148万 

法定代表人：张国宁 

成立日期：2007年 3月 16 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综保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A

座 1001室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销售；生物工程及生物制品的开发和生产；销售：机械、

办公设备、实验室仪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经济信息咨询；生物工程、电力工程、环保工程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生物制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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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张国宁 73.1025% 

蒋佩佩 3% 

孙国慧 0.775% 

济南源之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225% 

合计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73.78% 

张国宁 6.2125% 

孙国慧 0.385% 

蒋佩佩 1.5% 

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225% 

合计 100%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



所对标的公司2016、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天健粤审[2018]9号审计

报告，标的公司2016、2017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2017年度资产总额为10,618.56万元，负债总额为1800.65万元，净

资产为8817.92万元，应收账款总额为2537.60万元。标的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为

8273.64万元，营业利润为3768.61万元，净利润为3564.9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1769.55万元。标的公司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3248.12万元。 

标的公司2016年度资产总额为5455.88万元，负债总额为3357.92万元，净资

产为2097.96万元，应收账款总额为715.83万元。标的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

5710.23万元，营业利润1128.86万元，净利润980.1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68.85万元。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定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同意，标的公司 100%股权价格按以下方法计算：以标的公司 2017

年经具有证券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18

倍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为 584,661,843.72元。 

2． 交易方式及成交价格 

甲方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73.78%股权，对应本次交易价格

为 431,363,508.30元。 

3．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 付款安排 

自签署本协议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价格的 20%，即

86,272,701.66 元。乙方在收到上述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且满足本协议所列

的交割条件时，乙方协助标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价格 70%，即

301,954,455.80 元。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日起，甲方享有标的公司的股

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3个月内，甲方向乙方二支付本次交易价格10%，自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6个月内，甲方向乙方一、乙方四、乙方五支付本次交易价

格10%，合计共43,136,350.84元。 

5． 竞业限制义务 

乙方承诺，将尽一切努力，维持管理层稳定，并在股权交割日前完成与标的

公司核心人员签署不短于 3年期或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并同时签署竞业

限制协议，约定核心人员在标的公司服务期间及离开标的公司后 2年内不得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开展与标的公司相同、类似及具有竞争性的业务。 

6． 交割条件 

1) 标的公司终止或解除与 5名海外博士签署的合作协议，协议终止或解除

可能导致的违约责任由乙方一自行承担。 

2) 标的公司与核心人员已完成签署单独的竞业禁止协议。 

3) 乙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4) 乙方各方已依法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出资不实、虚

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况。 

5) 乙方提供给甲方所聘请的审计机构的资料均经过审计机构审计，以经双

方认可的审计报告为准。 

6) 乙方提供给甲方所聘请的中介机构人员的资料均系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和遗漏。 

7) 截至交割日，标的公司的财务和运营情况没有出现不利于本次交易的重

大变化。 

8) 甲方已取得公司内部权利机构关于本次交易所有必要的批准和同意。 

7． 业绩承诺 

1) 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乙方一承诺：

标的公司 2018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3,500万元；2019 年经审计的税后

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2020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4,500 万元。三

个年度合计税后净利润总额共 12,000万元。 

2) 为鼓励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投入资金用于研发，甲方同意在业绩承

诺期内，如标的公司每年用以投入研发的费用超过 500万元，则超过部分将视为

净利润的一部分。具体每年度投入的研发费用金额以当年度的审计报告为基础，



由甲方进行确认。 

3) 各方同意，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进行审计。 

4) 各方同意，三个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净利润总数达到 90%以上（含 90%）时，

视为已完成业绩承诺。 

5) 补偿的实施 

业绩补偿采用逐年审计一次性补偿的形式。 

2020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若业绩承诺期间三个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

额未达到本协议第 3.1条约定的承诺税后净利润总额，乙方一应对业绩差额一次

性以现金补偿。 

标的公司自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日内，由甲方确认并书面通知

乙方一是否需要业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的金额，乙方应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履行完毕相应的补偿义务。 

业绩补偿额的计算方法为：业绩补偿额=（业绩承诺期间三个年度承诺税后

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期间三个年度实际经审计后税后净利润总额）×贰倍×相

应的股权比例（73.78%）。 

8． 剩余股权转让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甲方同意由其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乙方一和乙方三持

有的标的公司剩余 26.22%股权进行收购，作价依据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年

平均净利润（经审计扣非后）的 18倍。 

乙方一、乙方三承诺就其出售该 26.22%股权所获得的现金，将全部用以增

持甲方的股份，具体的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参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

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入或其他。 

五、 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 标的公司如因任何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前发生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工商管理、税务、社会保险、劳动人事、住房公积金等事项受到主管机关任何行

政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罚款）或因履行协议、合同或其他任何权利义务与任何第

三方产生争议并承担赔偿责任，使得甲方或标的公司承担任何经济损失，乙方各

方将对甲方和标的公司承担相应赔偿的连带责任。 



2． 若标的公司因员工社会保险、税收税务的法律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补缴/

追缴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税款、拖欠税款滞纳金等）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

处罚，乙方各方将对甲方和标的公司承担相应赔偿的连带责任。 

3． 乙方各方在过渡期内将按照过往的惯常经营方式维持标的公司的正常经

营，并作出合理的努力保证标的公司的正常运作，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实施对

标的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行为，包括：进行增资或股权转让；为第三方

提供担保；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出售、转让、抵押公司各类资产。 

4．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本次交易不涉及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和人员安排安置问题，标的公司仍将独立享有债权和承

担债务，原由标的公司聘任的员工仍由标的公司继续聘任。 

5． 各方同意，甲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收购后，标的公司内部管理结构进行

如下调整：标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共 3名，其中甲方委派董事 2名。标的公司

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名，由甲方委派。同时，甲方委派财务负责人 1名，对标

的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管。在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由乙

方一担任，标的公司原经营管理团队继续履行原工作岗位的工作职责和经营活动。 

6． 标的公司的重大事项须由总经理提出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的全

年预算、决算；超过预算方案的支出；绩效考核方案；员工股权激励方案；聘任

或解聘标的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等，须经甲方委派的董事签署同意后方

可生效实施。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是致力于临床医学、分子诊断以及基因检测技术产品和高通量检测

平台的开发、产业化和技术服务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采用产品+服务的商业

模式，研发分子诊断领域的试剂及相关服务，覆盖的领域有流行性疾病、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分子诊断试剂产品包括多重扩增检测试剂盒、免疫组库多重扩增试

剂盒、ACV-Plex 检测试剂盒、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试剂盒、分子生物学基础试剂

盒。 

分子诊断作为体外诊断的高新技术，国内从政府层面的医疗管理到科技创新

领域都非常重视分子诊断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预计未来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本

次收购标的公司，作为公司在现有体外诊断领域扩张，有助于打造生化试剂—分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5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5ff1.html


子诊断—基因测序的产业链，能丰富和发展现有的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线，增强公

司在体外诊断的竞争力，同时能共享和利用公司现有医疗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对公司体外诊断试剂的发展以及医疗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 

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

和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主要交易对手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8 年度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3500万元，2018-2020合计税后净利润总额共 12,000万

元,将对公司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七、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由于医疗行业及分子诊断发展迅速，新产品研发成功到进入市场再到被市场

认可获取收入以及利润需要较长的过程，且国内已经有部分规模化的分子诊断企

业，对标的公司产品、规模、研发技术、销售渠道的建设都提出了较大挑战，公

司能在销售渠道、医疗资源、以及终端客户资源进行共享，但协同效果最终依赖

于标的公司自身产品与服务品质，故，本次交易会存在投资不达预期的风险。 

2、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交易双方已经确定的交易价格，标的资产的成交价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较高。同时，由于本次股权购买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该等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在未来每年会计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

股权购买完成后公司将会确认较大额度的商誉，若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

地实现收益，那么收购标的资产所形成的商誉将会有减值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管理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和标的公司在企

业文化、管理制度、业务开拓及销售网络布局等诸多方面需要相互融合，本次交

易后能否顺利整合和发挥协同效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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