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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1、本次投资概况 

为加快转型发展步伐，深耕大健康领域，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医药投资”）积极布局大健康产业。2018年7月14日，长江医药投资与马

俊华、刘瑞环、王萍和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山东华信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同时，长

江医药投资与马俊华、刘瑞环签署了《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协议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 

长江医药投资以自有资金人民币9.3亿元收购马俊华、刘瑞环、王萍、上海

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信制药”或“目标公司”）60%股权 。同时，长江医药投资以自有资

金形式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对华信制药进行增资。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长江医药投资将持有华信制药60%股权，成为

该公司控股股东。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18年7月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0%股权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

资事宜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的资金由长江医药投资通过自筹的方式获得。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马俊华，身份证号码37290119570528****，持有目标公司43,727,250股

股份，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78.7237%； 

2、刘瑞环，身份证号码37290119620213****，持有目标公司8,630,000股股

份，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15.5368%。 

3、王萍，身份证号码37022419690107****，持有目标公司662,750股股份，

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1.1932%； 

4、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儒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510372274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萍 

合伙期限自：2015年07月23日 

合伙期限至：2020年07月22日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3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县长江农场长江大街161号2幢3949室（上海长江

经济园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会务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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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儒投资持有目标公司2,525,250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4.5463%。 

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概况 

1、企业名称：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0737218282N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马俊华 

5、注册资本：5554.525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2年03月29日 

7、营业期限自：2002年03月29日 

8、营业期限至：2052年03月29日 

9、住所：菏泽市中华西路48号 

10、经营范围：大容量注射剂的生产、销售；胶剂、片剂、颗粒剂、硬胶囊

剂、煎膏剂、合剂、口服溶液剂、糖浆剂的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食品的生产、销售；保健食品的销售；中药饮片的生产、销售；驴肉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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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马俊华 43,727,250 78.7237% 

2 刘瑞环 8,630,000 15.5368% 

3 王萍 662,750 1.1932% 

4 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25,250 4.5463% 

合 计 55,545,250 100% 

12、主营业务介绍 

华信制药是集科研开发、药品制造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制药集团，拥有111

个药品批准文号，其中阿胶、鹿角胶、龟甲胶为其主打产品；同时，华信制药拥

有一个独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新药—龙香平喘胶囊，三个两家生产品种—阿胶泡

腾颗粒、益中生血胶囊（独家规格）、紫丹活血胶囊，一个三家生产品种—美愈

伪麻口服溶液。 

 

（二）目标公司的子公司 

1、乌恰县华信宏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宏伟食品”） 

公司名称：乌恰县华信宏伟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024MA77H5G04X； 

法定代表人：马俊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所：新疆克州乌恰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屠宰、软包装系列、食品加工、牲畜饲料、调拨； 

股东结构：华信制药持有100%股权。 

 

2、乌恰县恒燃活畜隔离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燃隔离场”） 

公司名称：乌恰县恒燃活畜隔离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024328846632G； 

法定代表人：吴宏伟；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新疆克州乌恰县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办公楼三楼4号办公室； 

经营范围：驴、牛、羊、马进口；场地租赁； 

股东结构：华信制药持有100%股权。 

 

3、山东仁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仁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03104974544； 

法定代表人：马俊华；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义合岭村； 

经营范围：牛饲养、购销，谷物种植，农业技术开发，牛皮、驴皮的收购； 

股东结构：华信制药持有60%股权，吴宏伟持有40%股权。 

 

（三）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37,296,121.86 524,644,617.36 

其中：应收账款 171,726,257.94 211,873,535.23 



 

负债总额 169,384,655.81 182,676,688.48 

所有者权益 367,911,466.05 341,967,928.8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93,874,505.36 288,655,220.08 

营业利润 27,005,199.79 63,449,650.14 

利润总额 29,052,963.87 65,107,089.79 

净利润 25,943,537.17 55,339,818.8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49,360.19 11,955,237.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54,558.69 -35,039,591.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5,892.52 4,273,557.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058,908.98 -18,810,797.62 

注：以上为目标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马俊华、刘瑞环 

乙方：王萍、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受让方”或“丙方”） 

目标公司：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或“华信制

药”） 

（一）根据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股份为目标

公司33,326,852股股份（简称“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60%，其



 

中： 

1、甲方马俊华向受让方转让目标公司30,138,852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全部

股份的54.2605%； 

2、乙方王萍向受让方转让目标公司662,750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

1.1932%； 

3、乙方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受让方转让目标公司2,525,250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4.5463%。 

（二）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33,326,852 60% 

2 马俊华 13,588,398 24.4632% 

3 刘瑞环 8,630,000 15.5368% 

合 计 55,545,250 100% 

（三）股份转让价格 

1、标的股份的计价基础 

转让方和受让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2018年5月31日为计价基准日，

并根据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5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

公司的全部股份价值出具的评估结果进行确定。 

2、股份转让价格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

公司全部股份价值出具的评估结果，目标公司在计价基准日的全部股份价值为人

民币155,000万元，大写：壹拾伍亿伍仟万元整。 

因此，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33,326,852股股份，即标的股份的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93,000万元，大写：玖亿叁仟万元整。 

（四）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第一阶段付款 

1、甲方： 



 

第一阶段，受让方向甲方马俊华支付其应得股份转让价款的50%，即人民币

42,051.8875万元，大写：肆亿贰仟零伍拾壹万捌仟捌佰柒拾伍元整，具体付款

节点如下： 

（1）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甲方马俊华支付人民币20,000

万元，大写：贰亿元整。付款后20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登

记。 

（2）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完成（以目标公司取得新的营业执照之

日为准）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甲方马俊华支付人民币22,051.8875万元，

大写：贰亿贰仟零伍拾壹万捌仟捌佰柒拾伍元整。 

剩余股份转让价款，由受让方根据“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的约定向甲方马

俊华分期支付。 

2、乙方： 

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受让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其股份转让价款，即人

民币8,896.23万元，大写：捌仟捌佰玖拾陆万贰仟叁佰元整，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1）本协议生效且乙方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放弃权

利承诺书》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乙方王萍一次性支付其应得的全部股份转

让价款，即人民币1,849.46万元，大写：壹仟捌佰肆拾玖万肆仟陆佰元整。 

（2）本协议生效且乙方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放弃权

利承诺书》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乙方上海和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一次性支付其应得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即人民币7,046.77万元，大写：柒仟零

肆拾陆万柒仟柒佰元整。 

第二阶段付款 

甲方和受让方同意，受让方根据2018年、2019年、2020年三个会计年度目标

公司完成的业绩情况分三期向甲方马俊华支付其应得的剩余50%股份转让价款。 

1、业绩承诺 

甲方承诺目标公司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14,000万元，2020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9,600 

万元，上述净利润指目标公司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1）如目标公司完成2018年度业绩承诺，自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0日内，

受让方向甲方马俊华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14,017.2958万元，大写：壹亿肆

仟零壹拾柒万贰仟玖佰伍拾捌元整； 

（2）如目标公司完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自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0日内，

受让方向甲方马俊华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14,017.2958万元，大写：壹亿肆

仟零壹拾柒万贰仟玖佰伍拾元捌整； 

（3）如目标公司完成2020年度业绩承诺，自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0日内，

受让方向甲方马俊华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14,017.2959万元，大写：壹亿肆

仟零壹拾柒万贰仟玖佰伍拾玖元整。 

3、业绩补偿 

如目标公司未能实现甲方承诺的业绩，受让方有权按照本条约定从当年应向

甲方马俊华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中予以扣减相应的业绩差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予以扣减的股份转让价款=（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金额-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金额）/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总金额*甲方马俊华全部

股份转让价款-累计扣减的股份转让价款。 

如按上述公式计算，当期予以扣减的股份转让价款小于或等于0的，均视为0，

当期不予扣减。 

如按上述公式计算，当期应付股份转让价款已不足以扣减时，不足部分由甲

方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补偿。 

（五）目标公司治理结构及管理事项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重新制定目标公司章程，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完成机

构设置和人员安排： 

董事会 

1、目标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董事会由甲方马俊华、马俊华委托或者

提名的1名董事、丙方委派或提名3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

董事长为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 

2、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方为有效，董事会决议必须

经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通过。 



 

监事会 

1、目标公司设立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马俊华提名1名，丙

方提名1名，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监事会主席由丙方提名的人员通过选举并担任。 

总经理 

甲方马俊华继续担任目标公司总经理并由董事会聘任，依据《公司法》及目

标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履行职责。业绩承诺期满后，甲方马俊华非因年龄、

身体等原因，不会辞任目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具体由董事会聘任。 

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始终由受让方委派，拥有目标公司资金收支、调动、存放、管理等

权限。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转让方支付首次股份转让价款后，即有权向目标

公司派驻财务总监。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协议生效后，在受让方确保2018年目标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收入、激励机制

不降低，2019年后根据国家公布的上年度通货膨胀率逐年提高的前提下，甲方须

确保目标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包括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核心人

员与目标公司签署不低于五年期的劳动合同并接受离职后为期二年的竞业限制。

除本协议约定的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由受让方委派外，受让方与总经理协商一

致，根据目标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管理架构调整等各种原因向目标公司委

派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薪资待遇根据市场行情另行确定。 

（六）目标公司管理权交割 

1、交割日 

本协议生效、且丙方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完毕第一阶段款项中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款项后20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和受让方进行

管理权交割。各方同意，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

记之日为具体交割日。 

2、交割事项 

（1）交割日，目标公司原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享有的决策权、

管理权、人事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停止，此前已经做的但尚未执行或者尚未执行



 

完毕的决议、决定、批示、安排等，须经由受让方加入后或选举、委派的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后方可继续执行。 

（2）交割日后10日内，目标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会主席、监事、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经受让方同意后，由目标公司

按《公司章程》程序重新发文任命聘任。 

（3）交割日，双方对目标公司的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目、档案等资料进行查验、移交或者清点确认，如法定代表人更换时，

则重新刻制目标公司法人章。 

（4）受让方对交割事项提出的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本协议约

定的其他要求。 

（七）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 

本条所述过渡期为自目标公司股份转让计价基准日起至目标公司交割日为

止的期间。 

2、禁止行为 

在过渡期内，未经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转让方不得对目标公司实施下列行

为： 

（1）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向第三方提供借款、低价转让资产、

对外赠予资产、无偿放弃权益、无偿扩大义务和责任、分派股息和红利以及其他

有损受让方利益的安排和行为。 

（2）在目标公司业务和资产上设立担保、抵押、质押、留置权或其他权利

限制或负担，对外转让或许可使用知识产权和专用技术、药品批件以及用电指标、

用水指标、排污指标和其他各种政府许可。 

（3）订立签署任何不公平及严苛的合同或协议，且该等合同或协议将会对

目标公司及及其关联公司的整体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在任何民事、刑事、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中，对任何法律责任、索赔、

行动、付款要求或争议做出妥协、和解、放弃或免除对方任何权利。 

（5）辞退、解雇重要的管理人员和关键技术骨干，进行非正常的人事变动、

升职；大幅度增加或者同意大幅度增加员工的薪酬、福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



 

金等，或者实施20人以上的裁员，支付或者同意支付赔偿金、补偿金、裁员费、

遣散费等劳动关系解除安置费用。 

（6）转让方承诺促使目标公司管理层遵守上述条款的约束，但本协议所拟

定的交易除外。 

（7）其他可能对目标公司资产、负债、损益、持续稳定经营等带来重大影

响的行为。 

3、过渡期损益 

目标公司在过渡 

（八）签署和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视为有效签署，其中自然人须在本协议上亲笔

签名，企业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或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亲笔签名，视为有效签署。 

2、本协议经各方有效签署后生效。 

五、增资扩股事宜概述 

甲方：马俊华 

乙方：刘瑞环 

丙方：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

标公司全部股份价值出具的评估结果，目标公司在计价基准日的全部股份价值为

人民币1,550,000,000元，大写：壹拾伍亿伍仟万元整。甲方、乙方和丙方同意

以此评估结果作为目标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计价基础和依据，即每股人民币27.9

元。 

2、甲方、乙方和丙方同意，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5,545,250元增加

至人民币59,129,479元，总股本由55,545,250股增加至59,129,479股。本次新增

股份数量 3,584,229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7.9元，增资总价款人民币

100,00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584,229元，溢价部分人民币

96,415,771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本次新增股份由甲方、乙方和丙方按照持



 

股比例认购，并以现金形式缴付，其中： 

（1）甲方出资人民币24,463,200元，认购新增股份876,817股； 

（2）乙方出资人民币15,536,800元，认购新增股份556,874股； 

（3）丙方出资人民币60,000,000元，认购新增股份2,150,538股。 

3、增资扩股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35,477,390 60% 

2 马俊华 14,456,215 24.4632% 

3 刘瑞环 9,186,874 15.5368% 

合 计 59,129,479 100%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长江医药投资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可以丰富公司产品线，

有利于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更能与公司医疗服务发展形成协同效应，拓展大健

康领域，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华信制药的全资子公司恒燃隔离场主要从事进口隔离业务、华信宏伟食品主

要从事驴匹宰杀业务，两者所形成的配套产业布局，不仅有稳定利润，同时能保

障优质新鲜驴皮原料供给，使华信制药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且使产业链的成本优

势、质量控制优势得到最大化，有效解决了阿胶行业目前驴皮紧缺的行业发展问

题点，掌握稳定充足的驴皮资源无异于把控了整个阿胶生产链的核心环节。 

恒燃隔离场是新疆地区最早成立的指定隔离场，并于2016年9月成为伊尔克

什坦口岸自2002年开放以来首次进口活畜的指定隔离场，也实现了南疆口岸整只

牲畜进口领域海关监管业务零的突破。同时，华信宏伟食品上游供应商，在吉尔

吉斯斯坦等中亚五国从事活驴收购已达三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建有活驴收购基

地，拥有当地人脉、政府资源优势，并在活驴养殖、筛选、运输以及进口流程体

系等方面形成一流配套体系，目前已向华信制药承诺仅向华信制药及华信宏伟食

品提供进口活驴，从而确保了活驴进口资源的稳定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企业文化、公司治理、管理团队、营销、资产、

财务等方面的整合助力目标公司股东变更后的整合，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规划，

推动各项业务的稳步发展，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长江医药投资通过自筹方式获得，不会影响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