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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专项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9]第 1-01335 号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8 年 12月 31日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专

项审核。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

规定，与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林药业）原股东于2015年12月12日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2016年1月12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编

制减值测试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以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减值测试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减值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

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选择的程序

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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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第 127 号令）的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与嘉林药业

原股东于 2015 年 12月 12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 2016 年 1月 12 日签署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编制减值测试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的反映了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因

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许峰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谢四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 3 -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8年 12 月 31日减值测试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5 年 12月 12 日，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迪投资）、新疆凯迪矿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矿业）、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控股）、上海

岳野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梧桐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珠峰基石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合伙）、权葳、张昊、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曹

乐生、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纺织）、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林药业）签订了《关于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之重大资产

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协议）。根据协议，天山纺织以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经

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作为置出资产，其中置出资产中等值于 79,875.00 万元的

部分与美林控股持有嘉林药业 47.72%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即置换金额为 79,875

万元；置出资产剩余的部分（即 91,753.76-79,875.00=11,878.76 万元）则直接出售予天山

纺织现有控股股东凯迪投资，凯迪投资向上市公司支付 118,787,630.15元现金对价购买。 

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中置换金额的差额部分约 757,021.10 万元，由天山纺织向嘉林药

业全体股东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嘉林药业的剩余股权发行股份购买，各交易对方资产折股

数不足一股的余额，各交易对方同意无偿赠予天山纺织。天山纺织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8.65 元/股。

据此计算，天山纺织向嘉林药业全体股东合计需发行股份 875,168,898 股。 

天山纺织控股股东凯迪投资和凯迪矿业合计向嘉林药业控股股东美林控股转让 7,500.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其中凯迪投资向美林控股转让 1,000.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凯迪矿业向

美林控股转让 6,500.00万股上市公司股票。美林控股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嘉林药业股权与上市

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等值于 79,875.00 万元的置出资产直接指定由凯迪投资和凯迪矿业

或其共同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作为其受让股份的支付对价。该股份转让的每股交易对价为按

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确定，即天山纺织股份转让信息

公告日前 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 10.65 元/股。 

2016 年 7月 29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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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718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截止 2016 年 9 月 2 日，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实施完毕，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及置出资产已完成过户及交付且已完

成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2016 年 10 月 11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

司名称由“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了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00006255547591）。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核准，公司中文证券简称自 2016年 10 月 17日起由“天山纺织”变更为“德展健康”，公

司证券代码“000813”不变。 

 

二、标的资产情况 

嘉林药业前身为北京市双桥淀粉加工厂，成立于 1977 年 8 月 5 日。2000 年 12 月，经北

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双桥淀粉加工厂进行股份制改造。2005 年 10 月，公司名称更名为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嘉林药业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山子酒仙桥路 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1016610948；法定代表人：刘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50.00万元。嘉林药业的母

公司为美林控股，最终控制方为自然人张湧。 

经营范围：制造原料药、注射剂（水针、冻干粉针）、片剂、胶囊剂、滴眼剂、散剂；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医

药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嘉林药业共有 4 家全资子公司、2 家参股公司。 

 

三、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上市公司与嘉林药业原股东于 2015年 12 月 12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 2016

年 1 月 12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交易对方承诺嘉林药业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49,980.50 万元、64,996.15 万元、77,947.53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之间实施完毕，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

年至 2018 年，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同前述约定，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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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79.55 万元。在业绩承诺期间，如果嘉林药业经审计的当期累积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小于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

则交易对方将对以上盈利承诺未实现数按照约定的计算公式进行股份补偿。在任何情况下，

交易各方因嘉林药业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而发生的补偿、因置入资产减值而发

生的补偿累计不超过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获取的上市公司股份。 

 

四、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项 

承诺期内标的资产未发生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项。 

 

五、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1、上市公司已聘请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锋评估公司）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中锋评估

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19）第 01081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18 年 12月 31日标的

资产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840,999.05 万元。 

2、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上市公司已向中锋评估公司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中锋评估公司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锋评估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原

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73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

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

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3、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减值额等于标的资产交易

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购买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

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经测算，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嘉林药业 100%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840,999.05 万元，承

诺期内标的资产未发生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标

的资产价格 836,896.10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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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的资产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认为：2018 年 12月 31 日，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以上是本公司根据监管机构规定的特殊编制基础所做出的减值测试结论，并不构成本公

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所做出的资产减值的会计估计。 

 

七、本报告的批准 

本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批准报出。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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