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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8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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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泽股份，证券代

码：000534）自 2018 年 1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披

露了《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等公告文件，

后因筹划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收购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并增资获得控制权（以下简称“本次资产购买事项”），公司股票

申请继续停牌，并于 3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公司原计划争取在 2018 年 5 月 26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但由于尽职调查及审计评

估工作进度等原因，公司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组预案或草案。 

同时，为了落实战略转型规划中的彻底退出房地产行业的既定目标，

以优质资产良好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扶持高温合金业务进一步发展，并确

保转型期内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近期与大

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开展协商论证，双方拟进

行资产置换（以下简称“本次资产置换事项”）。拟置出标的资产为公司持

有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万泽天海”）50%股权、



 

 2 

常州万泽置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万泽置地”）10%股权以

及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新鸿业”）10%股权，拟

置入标的资产为万泽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双奇”）的控股股权。经公司估算，本次资产置换事项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并将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目前，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事项正在筹划中，具体方案尚未确定。 

根据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限作出的承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拟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复牌后，公司将继续推进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相关风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主要背景及目的 

（1）落实转型规划，加快推进高温合金业务 

公司于 2014 年开始进军先进高温合金材料及构件领域，于 2015 年 3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2016 年 4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修订版）》，

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这一高端制造

业作为上市公司今后重点战略发展方向，未来将逐步退出房地产业务。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公司已逐步介入先进高温合金材料与构件领域，

成功建立了超高纯度高温合金熔炼核心技术体系，建立了从母合金、粉末

冶金制粉到高温合金构件的完整研发体系。公司在深圳和长沙分别建立了

研发和工程中心，在深汕特别合作区和上海奉贤区建立实施项目产业化基

地。 

目前，公司控股设立的万泽中南研究院研发团队已完成高温合金母合

金、高温合金粉末、精密铸造叶片的中试，实现了从研发到小量中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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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试再到小规模量产的完整制备能力。近期，万泽中南研究院申报的涡

轮盘项目已通过项目评估。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万泽航空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万泽航空”）目前已取得全部军工四证认证。万泽航空已

在高纯度的高温合金母合金、高成品率的薄壁气冷涡轮叶片以及高性能的

粉末冶金涡轮盘领域建立起核心技术体系。长沙精密铸造工程中心拥有完

整的高温合金叶片精密铸造生产线和检测设备，已建立涡轮叶片的精密铸

造工艺体系。 

（2）收购优质高温合金相关资产，加快高温合金产业布局 

在持续推进公司高温合金业务发展的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寻找适合的

高温合金相关企业标的。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一

郎”）主要从事镍基高温合金材料及制品生产，通过收购上海一郎部分股权

并增资获得控股权，将在高温合金产业布局上与公司目前发展的高温合金

业务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加快将公司高温合金技术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一郎主要从

事镍基高温合金材料及制品生产，产品应用于石油、化工、航空、装备制

造等行业，具备高温合金熔炼、铸造、轧管技术与工艺。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585219461D 

（4）法定代表人：王芳敏 

（5）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兴豪路 89 号 2-3 幢 



 

 4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设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31 日 

（8）主要股东：王晓芳、王芳敏、王卿、王清芳各持有上海一郎 25%

股权。王晓芳、王芳敏、王卿、王清芳为兄妹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对

上海一郎进行控制。 

（9）经营范围：合金材料（高温合金、耐蚀合金、精密合金、镍铜合

金、镍基及镍合金）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不锈钢制品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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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189.32 

总负债 12,380.64 

净资产 9,808.68 

项目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138.72 

利润总额 2,001.30 

净利润 1,906.99 

3、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高温合金行业归属于特种合金钢材行业，是特钢领域中最为高端的产

品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航空航天、能源、石化工业的迅速发展，

高温合金材料也在不断发展和更新迭代。国内外相关部门预测，高温合金

在未来 20 年，仍将是航空和航天发动机、地面燃气轮机以及电力、石化等

工业部门中热端部件的主体材料。 

4、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现有股东王晓芳、

王芳敏、王卿、王清芳，合计持有上海一郎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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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对方主要情况如下： 

（1）王晓芳，住所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王芳敏，住所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就职于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王卿，住所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王清芳，住所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就职于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和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前二至十名股东的关系未能核实。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 

5、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为公司拟收购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上海一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并获得控制权。本次股权转让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最终收购股权及现金增资方案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6、与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目前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正在积极与交易对方进一

步沟通、协商，争取尽早确定具体交易方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

交易对方签订了重组意向协议，重组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本次交易涉及利

润承诺及业绩补偿，具体方案尚未确定。 

7、重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意向性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公司通过现金的方式收购上海一郎部分股

权及其所包含的全部股东权益，公司在收购上海一郎部分股权之后现金增

资并获得控制权，交易对方将配合公司实现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最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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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股权及现金增资方案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乙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中介机构对上海一郎进行审计、评估。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将参考由资

产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7 年 12 月 31 日】），最

终股权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本次重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未来可能会根据尽职调查情况及与交易

对方的商洽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具体交易方案以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并

公告的预案或者报告书为准。 

8、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 

公司已聘请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

问，并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审计、法律、评估服务。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的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尚未完成，相关中介的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9、本次交易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审批或备案的有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项等。 

二、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置换事项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主要背景及目的 

（1）落实公司转型规划中彻底退出房地产行业的既定目标 

公司于 2014 年开始进军先进高温合金材料及构件领域，于 2015 年 3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2016 年 4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修订版）》，

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这一高端制造

业作为上市公司今后重点战略发展方向，未来将逐步退出房地产业务。两

年多来，公司已逐步剥离不确定性较高的房地产项目，为确保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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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于 2018 年尽快剥离全部房地产资产。 

（2）通过资产置换助推高温合金业务加速发展，并解决公司转型过程

中短期盈利能力的问题 

自转型高温合金业务以来，公司已成功在高纯度的高温合金母合金、

高成品率的薄壁气冷涡轮叶片以及高性能的粉末冶金涡轮盘领域建立起核

心技术体系。 

高温合金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一定时间培育。

公司高温合金产业化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短期内收入规模较小。在此过

程中，需要公司持续加大投入以加快产业化进程。通过收购控股股东持有

的能稳定盈利并拥有良好经营性现金流的医药资产，有利于公司助推高温

合金业务加速发展，并解决公司转型过程中短期盈利能力的问题，保持持

续经营能力。 

内蒙双奇成立三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体微生态制剂研发、生产、销

售，是首批通过国家新版 GMP 认证的企业，也是《中国药典》三部（2010

年版）中“微生态活菌制品总论”的参编单位。内蒙双奇是专注于消化和

妇科两大微生态系统的厂家，与国内微生态领域基础研究团队、临床应用

消化科、妇科领域专家建立了广泛、深入的合作，有一支稳定、成熟和专

业化的微生态制剂研发生产技术团队；有成熟的菌种分离和保存技术；已

建立微生态制剂菌种库，拥有菌株筛选和菌种储存技术；目前拥有授权专

利 12 项，开展自主研发项目 31 项，承担国家级研发项目 3 项、自治区级

研发项目 5 项、市级研发项目 8 项，获得多项科技成果及奖励。内蒙双奇

的主要产品有国家一类新药“金双歧”（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和“定

君生”（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都是由人体原籍菌组成的微生态活菌制

剂，均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连续进入 2004 版、2009 版和 2017 版国家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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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标的资产情况 

（1）拟置出标的资产 

①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03 月 22 日 

住所：武进区雪堰镇雅浦村 

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注册资本：31,061.9547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制售中餐、住宿（限分公司经营）；休

闲垂钓；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和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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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常州万泽天海原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本公司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向深圳市

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常州万泽天海 5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

为 35,390.00 万元。截至目前，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完成，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涉及的是本公司持有的常州万泽天海剩余 50%股权。 

常州万泽天海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80,363.24 

总负债 32,425.11 

净资产 47,938.13 

项目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241.63 

净利润 3,347.58 

②常州万泽置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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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8 年 10 月 20 日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 15 号万泽大厦 101 酒店 

法定代表人：杨进辉 

注册资本：2800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制售中餐、西餐；含冷菜；含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预包装食品兼

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住宿。酒店管理、汽车

展示、物业服务、洗衣服务、花卉租赁、服装加工、会议服务、健身服务、

棋牌服务、外宾接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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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深圳市中兴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常州万泽置地

90%股权，本公司持有常州万泽置地 10%股权。 

常州万泽置地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29,100.58 

总负债 14,232.97 

净资产 14,867.61 

项目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13.19 

净利润 -1,989.53 

③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06 月 06 日 

住所：西安市雁塔区鱼斗路 169 号（鱼化寨街道办事处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骏 

注册资本：2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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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高新技术投资（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和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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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北京绿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西安新鸿业 90%股权，本公司

持有西安新鸿业 10%股权。 

西安新鸿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295,374.21 

总负债 292,682.42 

净资产 2,691.79 

项目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4.34 

净利润 -4,713.89 

（2）拟置入标的资产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01 月 29 日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路２１号 

法定代表人：林伟光 

注册资本：6892.3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片剂、硬胶囊剂（阴道用）；散剂

药品； 一般经营项目：生物制品、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蒙药、保健食

品、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及技术转让、咨询；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内蒙双奇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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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5,052.31 

总负债 17,112.15 

净资产 17,940.16 

项目 2017 年 1-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391.87 

净利润 5,834.27 

内蒙双奇的股权结构如下： 

 

 

 

 

 

 

3、拟置入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微生态制剂行业归属于生物医药行业，微生态医药植根于人体菌群的

生理功能，不但用于治疗疾病，还用于增强机体抵抗力、提高机体健康水

平。与发端于病原微生物的抗生素产业比较，其内涵更为丰富，拥有更广

阔的产业空间。2012 年，国家卫生部发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该办法加强了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抗生素的使用将受到一定

程度限制，而微生态制剂作为更安全的菌群调节药物，市场需求将进一步

扩大。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则将人体微

生物组解析及调控列为先进高效生物技术中新型生物医药技术重点领域。

肠道微生态研究分别在 2007 年和 2012 获中国科技部 973 项目计划支持。

据行业权威机构（Science 2.0, Global Market Insight）数据，2015 年

全球益生菌市场容量达 626亿美金（4,070亿人民币），未来五年市场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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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增长，到了 2020 年全球益生菌市场将达到 960 亿美金（6,240 亿人

民币）。2015 年中国益生菌市场达 50 亿美金（325 亿人民币），预期未来五

年将以 10%的增长率继续保持快速发展，2020 年市场容量将达到 80.5 亿美

金（523 亿人民币）。 

4、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对方为万泽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直接持有内

蒙双奇 77.78%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万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内蒙双奇 22.22%股权。 

万泽集团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万泽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2 年 01 月 28 日；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黄木岗金源山大厦四层西侧；法定代表人：林伟光；

注册资本：68,100. 0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形象策划；物业管理；小区园林绿化（不

含市规划区内项目绿化）；建材购销；珠宝首饰、工艺品的设计及销售；房

屋租赁^开办民办教育机构。 

经查询，万泽集团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万泽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676,932.08 

总负债 427,950.00 

净资产 248,982.08 

项目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777.36 

净利润 3,114.35 

截至目前，万泽集团持有本公司 52.28%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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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资产置换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5、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为公司以持有的常州万泽天海 50%股权、常州万泽置地 10%

股权以及西安新鸿业 10%股权置换万泽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内蒙双奇的

控股股权。最终资产置换方案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6、与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具体细节进

行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

重组意向协议，重组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本次交易涉及利润承诺及业绩补

偿，具体方案尚未确定。 

7、重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意向性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公司持有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50%股权、常州万泽置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股权以及西安新鸿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置换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权及其所

包含的全部股东权益。最终资产置换方案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将聘

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上述股权转

让价格将参考由资产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8 年

6 月 30 日】），最终标的资产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协商

确定。 

本次资产置换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未来可能会根据尽职调查情况及与

交易对方的商洽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具体交易方案以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

议并公告的预案或者报告书为准。 

8、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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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尽快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

及相关工作。 

9、本次交易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审批或备案的有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项等。 

三、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1、对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 

2、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度编制并报送交易进程备忘录； 

3、与交易相关方签订了相关意向协议； 

4、组织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5、会同交易对方及相关各方就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论证； 

6、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向投资者提示重组事项的不确定

性风险。 

四、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1、为落实公司转型高温合金的既定转型规划，公司在持续推进高温合

金业务的同时，拟通过收购适合的高温合金相关企业，加快高温合金产业

布局。经过对上海一郎的初步尽职调查，公司认为收购上海一郎部分股权

并增资获得控股权，将与公司目前发展的高温合金业务产生较好的协同效

应，有利于加快将公司高温合金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内蒙双奇在微生态制剂行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继续推进本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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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置换事项，有利于公司落实既定的转型规划，彻底退出房地产行业，

并在公司继续推进高温合金业务产业化时，能以稳定盈利的医药业务收入

支持对高温合金业务的持续投入，并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积极与相关各方推进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宜，并组织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

查等相关工作。但鉴于本次重组事宜所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公司尚需与交

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方案和细节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论证，本次交易的具体

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8 年 5 月 26 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根据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

务》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复牌，并将在复牌后继续推进上述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及根据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五、复牌后工作安排 

复牌后，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大资产置

换的各项工作，尽快完成对标的资产完整详尽的尽职调查以及审计、评估

等工作，并对交易方案及可能涉及的问题积极沟通和审慎论证，争取尽早

确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大资产置换的具体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重大风险揭示 

截止目前，公司筹划的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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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交易方尚未签署关于重组事项的正式协议；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

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为准。 

七、承诺 

1、公司承诺将在股票复牌后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继续筹划重组事项

的进展公告。 

2、公司股票复牌后，如果最终还是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

案，导致最终决定终止上述重组事项的，公司承诺自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2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证券复牌安排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泽股份，证券代码：000534）将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