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2019-074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金华康寿与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及投资金额：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

仙谷”或“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寿”）

拟以人民币 995.00 万元收购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海鹤”）持

有的温州温鹤金仙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鹤金仙”）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灵芝片、补肾强身片、妇科十味片、金

锁固精丸、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等六个药品批文生产地址变更到金华市武

义县壶山街道黄龙三路 12 号-1 存在不确定性。 

（二）灵芝片、补肾强身片、妇科十味片、金锁固精丸、补中益气丸、六

味地黄丸等六个药品批文到期后能否再注册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三）药品生产后能否及时形成销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预计短期

内不会产生盈利，有较大的可能产生亏损。 

一、交易概述 

（一）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康寿与温州海鹤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拟以人民币 995.00 万元收购温州海鹤持有的温鹤金仙 100%的股



权。温鹤金仙拥有灵芝片、补肾强身片、妇科十味片、金锁固精丸、补中益气丸、

六味地黄丸等六个国药准字药品批文。公司收购温鹤金仙 100%股权主要是为了

增加药品品种，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投资事项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27608420L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浙江省温州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海街道滨海二十五路 360

号 

5、法定代表人：王仁民 

6、经营范围：颗粒剂、曲剂、片剂、硬胶囊剂、酒剂、丸剂（水蜜丸、水

丸）的生产（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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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东：北京美福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近三年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总资产 163,336,237.69 166,333,907.92 181,787,128.52 

净资产 -31,579,519.93 -8,718,666.97 16,096,928.71 

营业收入 44,812,519.13 31,854,736.71 14,992,620.10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净利润 -47,059,155.27 -28,875,350.93 -5,590,310.62 

9、温州海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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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让方：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23MA28D1K92X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黄龙三路 12 号-1 

5、法定代表人：李明焱 

6、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具体经营范围详见许可证）。 

7、股东：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元：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总资产 19,092,517.04 20,128,680.91 19,613,337.36 

净资产 18,455,602.98 16,583,744.36 13,198,696.98 

营业收入 2,717.01 0 0 

净利润 -5,697,582.18 -2,114,952.62 -801,303.02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温鹤金仙 100%股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温州温鹤金仙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2MA2AQNUX59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温金公路 135 号-1 

法定代表人 苏玲萍 

经营范围 
药品（片剂、丸剂）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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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9-01-18 至长期 

（三）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温州海鹤 100%持股 

（四）标的公司的权属状况说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等其他情况。 

（五）标的公司自 2019 年 1 月成立后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温鹤金仙总资产为 0 元，净资产为 0 元，营业收入

为 0 元，净利润为 0 元。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依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

础法为评估方法出具的《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温州温鹤金

仙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9）

沪第 0754 号），以温鹤金仙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

估价值 1,175.00 万元为依据，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将温鹤金仙 100%股权以转

让价款 995.00 万元转让给金华康寿。本次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1、转让方：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甲方）             

2、受让方：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乙方）    

（二）交易方式、基准日价款、付款方式 



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

司全部股权（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

条件，以现金方式购买目标股权。     

2、股权计价基准日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股权交割日定为 2019 年 7 月 22

日。股权交割日与股权计价基准日比较，目标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增减，由乙方承

担。双方同意，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以目标公司的基准日评估价格为基础，合计

为人民币 995 万元（大写：玖佰玖拾伍万元人民币）。 

3、在本协议签订之前，乙方已依据甲乙双方签订的《意向协议》向甲方预

付了 200 万元股权交易价款（第一期）。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 15 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将第二期交易价款（500 万元）支付至甲方。自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双方合作办理完成目标股权过户至乙方

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待乙方将目标企业药品批文（见附件）生产地址变更

为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黄龙三路 12 号-1 生产地址后，乙方将剩余交易价款

（295 万元）支付至甲方。在协议正常履行过程中，由于上述政策、不可抗力等

非甲乙双方主观原因导致甲乙双方最终均不能全部或部分使用药品生产批文的，

按照《意向协议》约定的价款和支付方式支付。前述药品批文变更生产地址的费

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收款时，应向乙方出具相应的收款证明。 

（三）双方的义务 

1、甲方义务 

（1）甲方应就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转让目标股权事宜获得其内部有权决策

机构的批准。（2）甲方应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办理目标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

登记等事宜。（3）于过渡期，甲方不得就目标股权转让事宜与任何第三方进行谈

判、协商或签订任何协议或对甲方向乙方转让目标股权构成任何限制性条件的协

议。（4）甲方应就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知悉的乙方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5）

与乙方一起督促目标公司履行本次股权转让中的相关义务。（6）本协议规定的甲

方的其他义务。 

2、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就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购买目标股权获得其内部有权决策机构

的批准。（2）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支付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3）乙方应

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办理目标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登记等事宜。（4）乙方应

及时办理相关药品批文（见附件列示）的产品企业名称变更和生产地址变更手续。

（5）乙方应就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知悉的甲方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6）

与甲方一起督促目标公司履行本次股权转让中的相关义务。（7）股权交割之后目

标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8）本协议规定的乙方的其他义务。 

（四）双方的承诺及保证 

1、甲方的承诺及保证 

（1）甲方所述各项声明、承诺及保证从签署日起直至交割日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充分、无条件及无保留。（2）甲方应乙方要求提供的全部文件、数据

和说明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3）甲方是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和有效存续的

企业法人，并且拥有完全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订立本协议，并按本协议行使权利

及履行义务。（4）甲方拥有签署、递交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行为能力，且已经在

签署日前取得签署、递交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全部内部授权和批准，本协议一

经生效，即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5）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以及完成本协议

所述的交易将不会违反或构成不履行或触犯下列各项：(a)中国有关法律或法规

的任何规定；(b)甲方合法成立及依法存续所依据的任何文件或甲方的章程性文

件；(c)甲方作为签约方的任何文件或协议，或对甲方或其资产具有约束力的任

何文件或协议；(d)目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股东协议（若适用）及章程；或(e)

对目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或其任何资产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判决、禁令、命令、

法令或其他文件。（6）甲方所转让的目标股权系甲方合法取得，甲方承诺，该等

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等担保权益和其他任何限制权、优先权等第三方权利或利益，

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被限制的情形，不涉及任何权属纠纷或任何司

法、仲裁或行政程序。（7）甲方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

乙方共同妥善处理本协议签署及履行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并协调目标公司准

备相关文件、资料，报送政府相关部门。 

2、乙方的承诺和保证 



（1）乙方所述各项声明、承诺及保证从签署日起直至付款日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充分、无条件及无保留。（2）乙方应甲方要求提供的全部文件、数据

和说明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3）乙方是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和有效存续的

企业法人，并且拥有完全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订立本协议，并按本协议行使权利

及履行义务。（4）乙方拥有签署、递交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行为能力，且已经在

签署日前取得签署、递交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全部授权和批准，本协议一经生

效，即对乙方具有法律约束力。（5）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以及完成本协议所述

的交易将不会违反或构成不履行或触犯下列各项：(a)中国有关法律或法规的任

何规定；(b)乙方合法成立及依法存续所依据的任何文件或乙方的章程性文件；(c)

乙方作为签约方的任何文件或协议，或对乙方或其资产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文件或

协议。（6）乙方具备向甲方支付本协议所规定的转让价款的能力，且保证该等价

款来源合法。 

（五）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

生效。 

（2）在如下情况下，本协议可以在交割日以前终止： 

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任何一方构成实质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终

止本协议；受不可抗力影响，任何一方可依据本协议相关规定终止本协议。本协

议终止后将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但本协议违约责任、使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保密和信息披露、不可抗力的效力不随本协议的解除而终止。 

（3）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a)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协议变更应采用书面形式。 

(b)本协议可通过下列方式解除：  

本协议双方共同以书面形式解除本协议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非出于本协议

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本次目标股权过户登记不能完成时，本协议任何一方可以书

面形式通知本协议另一方解除本协议，并于通知中载明解除的生效日期；本协议

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本协议项下的约定、承诺、义务，并经对方发出



书面催告后 10 日内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或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陈述或保证

在交割日前是不真实的或有重大遗漏，则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所约定的不可抗力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出

现变化之情形外，双方均应履行本协议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

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他方造成的损失。 

2、双方特别约定，在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任何一方均可解除本协议并书

面通知对方，则双方已实际发生的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费用由双方自行承担，

任何一方均不得向他方主张要求赔偿该等费用；在上述书面通知送达后 5 个工作

日内，甲方须将乙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无息）返还给乙方： 

3、本协议签署后，因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或因司法机关的

司法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或被终止或撤销。 

4、双方或一方因本协议之约定而解除本协议。 

5、乙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未支

付金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6、在任何情形下，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双方根据本条的约定主张权利。 

（七）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有关本协议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和履行及由

此产生的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但是，如果中国法律未对与本协议有关的指

定事项加以规定，则应参照一般国际商业惯例。 

2、本协议项下发生的任何纠纷，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附件：药品批文清单 

序号 品种 剂型 批准文号 

1 灵芝片 片剂 国药准字 Z33020493 

2 补肾强身片 片剂 国药准字 Z33020975 



序号 品种 剂型 批准文号 

3 妇科十味片 片剂（薄膜衣） 国药准字 Z20073135 

4 金锁固精丸 丸剂（水丸） 国药准字 Z33020730 

5 补中益气丸 丸剂（水丸） 国药准字 Z33020728 

6 六味地黄丸 丸剂（水蜜丸） 国药准字 Z33020732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产生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收购资产资金来源为金华康寿自有资金，交易完

成后所收购资产将并入金华康寿，六个药品批文将按照申报“改变生产场地”补

充申请，办理药品批文生产地址变更。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金华康寿仅有六个药品文号，产品结构框架尚未形成，药品文号短缺，

而经典名方的开发、中药复方新药的开发在短期内无法快速取得有效的成绩。通

过本次交易将快速获得含灵芝等的中成药品种，发挥我公司灵芝药材种植优势，

增加公司产品线，提高市场竞争力。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灵芝片、补肾强身片、妇科十味片、金锁

固精丸、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等六个药品批文生产地址变更到金华市武义县

壶山街道黄龙三路 12 号-1 存在不确定性。 

（二）灵芝片、补肾强身片、妇科十味片、金锁固精丸、补中益气丸、六味

地黄丸等六个药品批文到期后能否再注册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三）药品生产后能否及时形成销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预计短期内

不会产生盈利，有较大的可能产生亏损。 

（四）金华康寿的未来业绩发展将依赖于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同时也

将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制约，如果未来出现宏观经济波动、

行业发展未达到预期、市场竞争态势变化等情形，存在短期内无法提升经营业绩

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股权转让协议》 

（二）《温鹤金仙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