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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0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8-032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持股 5%以下股东协

议转让部分公司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亚太药业”）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

集团”）、公司第二大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亚太集团

全资子公司，系亚太集团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亚太房地产”）、

持股 5%以下股东钟建富先生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协议转让给珠海节信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节信”）、

深圳国研医药研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研医药”）。 

2、本次股份转让前，控股股东亚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4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7%；第二大股东亚太房地产持

有公司股份 54,16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0%，股东钟建富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4,07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本次股份

转让后，亚太集团仍持有公司股份 108,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5%；亚太房地产持有公司股份 40,66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8%，钟建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07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3、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珠海节信将持有公司 27,000,000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国研医药将持有公司 27,000,000 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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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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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

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

让过户手续，且股权过户相关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5、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交易是否能

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8 年 7 月 9 日，公司分别接到亚太集团、亚太房地产、钟建

富的协议转让通知，亚太集团、亚太房地产分别与珠海节信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珠海节信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亚

太药业无限售流通股，亚太集团向珠海节信转让的股份数为

13,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占其持有亚太药业股份的

9.40%，亚太房地产向珠海节信转让的股份数为 13,5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52%，占其持有亚太药业股份的 24.93%；亚太集团、钟

建富分别与国研医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向国研医药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亚太药业无限售流通股，亚太集团向国

研医药转让的股份数为 2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0%，占其

持有亚太药业股份的 15.32%，钟建富向国研医药转让的股份数为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3%，占其持有亚太药业股份的

35.52%。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12.50 元，转让

价款共计人民币 675,000,000.00 元，其中归属于亚太集团的转让价

款为 443,750,000.00 元，归属于亚太房地产的转让价款为

168,750,000.00 元，归属于钟建富的转让价款为 62,500,000.00元。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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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 143,600,000 26.77 108,100,000 20.15 

亚太房地产 54,162,000 10.10 40,662,000 7.58 

钟建富 14,076,000 2.62 9,076,000 1.69 

珠海节信 0 0 27,000,000 5.03 

国研医药 0 0 27,000,000 5.03 

其他股东 324,656,456 60.51 324,656,456 60.51 

合计 536,494,456 100 536,494,456 100 

(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刊登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浙江亚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情况 

1、转让方一 

（1）公司名称：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碧水苑西区 

（3）法定代表人：陈尧根 

（4）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303174994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业务范围：生产：化纤织品、服装；经销：轻纺原料、

建筑材料、五金机械；下设制药有限公司、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外实

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8）经营期限：2001 年 7 月 6 日至 2031 年 7 月 5 日 

（10）股东持股情况：陈尧根持股 92.67%、钟婉珍持股 7.33% 

2、转让方二 

（1）公司名称：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2）注册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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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陈尧根 

（4）注册资本：360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04497297M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经营）；港越路坯布市

场停车服务；坯布市场物业管理。 

（8）经营期限：1996 年 7 月 22 日至长期 

（9）股东持股情况：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3、转让方三 

姓名：钟建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621196605****** 

通讯地址：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越都名府歌湖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钟建富先生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本次转让的无限售流通股股

份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二）受让方情况 

1、受让方一 

（1）公司名称：珠海节信环保有限公司 

（2）注册地：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9702 

（3）法定代表人：傅治安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0Q8B9A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业务范围：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环保设备批发；货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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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

类商品除外）；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环保技术推

广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市政设施管

理；大气污染治理；城乡市容管理；金属结构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

储）；机械设备租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销售本公司生产

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沼气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电力供应；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危险废物治

理;改装汽车制造；汽车修理与维护；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含汽

车发动机制造）。 

（8）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9）股东持股情况：广东财浪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2、受让方二 

（1）公司名称：深圳国研医药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园社区和平西路青年城

邦园 3 栋 1009 

（3）法定代表人：沈琳琳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039952C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业务范围：医药技术研发 

（8）经营期限：2014 年 05 月 30 日至长期 

（9）股东持股情况：浙江富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3、上述两家受让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转让方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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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钟建富 

受让方：珠海节信环保有限公司、深圳国研医药研发科技有限公

司 

2、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种类、数量、比例 

亚太集团、亚太房地产分别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珠海节信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00,000 股、13,500,000 股；亚

太集团、钟建富分别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国研医药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000,000 股、5,000,000 股，合计转让

5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 

3、本次股份转让价格 

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50 元，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6.75 亿元。 

4、本次股份转让款项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价格经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拟转让股份的转

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2.50元，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675,000,000.00元。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珠海节信分别向亚太集

团、亚太房地产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1687.50万元、1687.50万元，

国研医药分别向亚太集团、钟建富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2750万元、

625万元，余款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付清。 

5、协议签订时间 

本协议签订于 2018 年 7 月 9 日。 

6、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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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股份的交割 

协议各方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

股份转让确认书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标的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其

他类似证明文件），受让方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其他类似

证明文件）时协议项下的股份交割完成。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亚太集团 IPO 时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绍兴柯桥亚

太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权。 

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 IPO 时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间接持

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上述

锁定期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后六个月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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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公司董事钟婉珍女士 IPO 时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间接持有

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亚太集团有限

公司的股权，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上述锁

定期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后六个月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公司股东钟建富先生 IPO 时承诺：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

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其任本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钟建富先生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开始不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减持未违反其

股份锁定承诺。 

六、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上述拟通过协议转让的股票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情况，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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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亚太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协议转让公司股

份，将为公司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

同时也将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3、本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将于相关各方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毕

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公司权益

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