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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2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编号：2019-064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恩华和润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

施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转让标的：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恩华药业”或“乙方”）持

有的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华和润”或“目标公司”）56%股权。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恩华和润的股权比例由 80%下降至 24%，成为恩华和润的

参股股东，公司不再将恩华和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此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恩华药业持有恩华和润 80.00%的股权，为恩华和润的控股股东。恩华药业为了进一步

聚焦主营业务发展，集中资源研发中枢神经类产品，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及恩华

和润的自然人股东陈支援（以下简称“丙方”）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

或“甲方”） 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共同签署了《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 70%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恩华和润 56%

股权作价人民币 5,779.20 万元转让给南京医药，陈支援将持有的恩华和润 14%股权作价人民币

1,444.80 万元转让给南京医药。此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恩华和润的股权比例下降至 24.0%，

公司不再将恩华和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恩华和润则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

子公司恩华和润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股权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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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100250015862U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A 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1,611,244.00 元 

    法定代表人：周建军 

    成立日期：1994 年 01 月 25 日 

    营业期限：1994 年 01 月 25 日至******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包含中药批发、西药批发）；药品零售（包含中药零售、西药零售）、
医疗器械（包含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药事管理服务；药品质量监控服务；经营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

售；道路运输、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理；会议、展览展示及相关服务；仓储服务；百货、五

金交电、日杂洗化用品、消毒产品、化妆品、劳保用品、眼镜及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

工程机械、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子产品、照相器材、摄影器材、针纺织品、玻

璃仪器、服装鞋帽销售；提供劳务服务；室内装饰服务；物业管理；房屋出租、维修；汽车租

赁；装卸服务。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南京医药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比例

（%） 

1 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1,811,214 23.22 

2 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  144,557,431 13.88 

3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5,642,304 8.22 

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收益组合 21,096,669 2.03 

5 南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紫金医药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60,983 1.47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8C－CT001 沪 12,628,936 1.21 

7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99,520 0.88 

8 富安达资产－江苏银行－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456,000 0.81 

9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81,810 0.56 

1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5,220,281 0.5 

    （二）南京医药主要财务信息  

    南京医药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元 

财务项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23,805,429,787.67 19,554,816,137.60 

负债合计 19,440,720,444.69 15,445,678,804.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890,242,287.09 3,669,168,1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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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项目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691,820,852.70 31,303,046,293.36 

利润总额 487,035,505.45 475,796,170.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344,891.39 345,831,988.76 

    （三）交易对方与公司关联关系 

    南京医药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南京医药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名    称：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300136386598M 

    注册地址：徐州市新城区商聚路恩华医药物流园内 

    注册资本：1,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丰收 

    成立时间：1988 年 8 月 30 日 

    营业期限：1988 年 08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

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批发；医疗用毒性药品、

罂粟壳、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各类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奶粉）、保健食品、消杀用品、日用品、母婴用品销售；普通货运；玻璃仪器、化妆品销

售；咨询服务；会展服务；柜台出租；中药材收购；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医药中间体、

食品添加剂、医药设备、仪器仪表、工程机械销售；医药化工及生物工程技术开发、转让服务；

仓储服务；物流信息服务；第三方药品物流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恩华药业 880.00 80.00% 

陈支援 220.00 20.00% 

合计 1,100.00 100.00%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专项报告》

（中兴华专字[2019]第 020452 号），恩华和润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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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项目 2019年6月30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612,244,783.34 648,688,302.54 

负债合计 588,505,479.01 629,076,667.87 

应收款项总额    431,290,579.65     391,207,927.8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注） 123,015.66 123,015.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739,304.33 19,611,634.67 

财务项目 2019年1-6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9,584,025.32 1,189,963,307.48 

利润总额 4,822,094.69 10,941,648.85 

净利润 3,603,977.58 8,164,613.07 

财务项目 2019年1-6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57,362.36   -148,012,697.82  

    注：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交易标的其他信息 

    1、公司持有的恩华和润80.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

情况，亦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恩华和润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存在为恩华和润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

亦不存在恩华和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3、本次交易为恩华和润现行股东之外的股权转让，恩华和润其他股东陈支援也将其所持

恩华和润的部分股权（恩华和润的14%股权）同时转让给南京医药，陈支援已同意公司本次股

权转让且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恩华和润股权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70%

股权资产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9]第319号），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6月30日。根据评估

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恩华和润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的资产总额账面值

61,224.48万元，评估值65,879.88万元，评估增值4,655.41万元，增值率7.60 %；负债总额账面

值58,850.55万元，评估值58,783.36万元，评估增值-67.19万元，增值率-0.11%；净资产账面值

2,373.93万元，评估值7,096.52万元，评估增值4,722.59万元，增值率198.94 %。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未考虑股权缺少流动性折扣的前提下，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恩华和润在评估基准日2019

年6月30日的净资产账面值2,373.93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320.00万元，评估增

值7,946.07万元，增值率3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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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报告评估结论选用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对恩华和

润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10,320.00万元。 

    在未考虑股权缺少流动性折扣的前提下，恩华和润70%股权在2019年6月30日的市场价值

为7,224.00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贰佰贰拾肆万元整。公司参考上述评估价值，拟以5,779.20

万元人民币转让公司持有恩华和润56.00%的股权。 

    五、《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受让方）：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转让方）：陈支援 

    2、交易标的：乙方持有的恩华和润56%股权、丙方持有的恩华和润14%股权。 

    3、交易价格：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

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70%股权资产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9]第319号）,甲、乙、丙

三方同意以恩华和润评估值10,320.00万元为依据，计算甲方受让乙方及丙方所持有的恩华和润

70%股权的对价，总价款为合计7,224.00万元。 

    乙方向甲方转让恩华和润56%股权，即转让恩华和润出资额616万元，转让价格5,779.20万

元。 

    丙方向甲方转让恩华和润14%股权，即转让恩华和润出资额154万元，转让价格1,444.80万

元。 

    4、交易完成后恩华和润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70.00 70.00%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4.00 24.00% 

陈支援 66.00 6.00% 

合   计  1,1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若恩华和润需要引入新股东，该事项需恩华和润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5、股权转让款支付： 

（1）乙方、丙方负责恩华和润在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公司名称变更、

股东变更、章程变更等一切必需手续。 

（2）股权转让款支付 

A、本协议签订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40%，即 5,779.20 万

元*40%=2311.68 万元；甲方向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40%，即 1,444.80*40%=577.92 万元。 

B、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即

5,779.20 万元*50%= 2,889.60 万元；甲方向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即 1,444.80 万元*50%= 

722.40 万元。工商变更完成后，甲方不得无故延期支付乙方、丙方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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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期间损益审计报告三方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见资产交接及期间损益

处理条款。 

6、资产交接及期间损益处理： 

以甲方委托的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自审计评估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至资产交接确

认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进行专项审计，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对恩华和润进行期间

损益和资产交接的确认。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接确认日期间，目标公司形成的亏损由乙方、

丙方按原股权比例承担。如对相关资产、债务进行确认时存在差异，在协议各方确认并协商一

致的前提下，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按股权比例补回资产损失。 

7、目标公司治理 

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设董事 5 名，其中：甲方派出董事 3 名，乙方、丙方各派出董

事 1 名。公司设董事长，由甲方推荐人选，董事会选举产生。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董事会作出决议，半数以上董事通过即可。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

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除前述事项以外，

股东会作出决议，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 

目标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设监事 3 名，其中：甲方派出监事 1 名，乙方派出监事 1 名，

职工监事 1 名。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推荐。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由甲、乙、丙三方共同推荐，董事会任命。

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派员担任。 

8、经营团队及业绩指标 

协议各方同意： 

（1）自恩华和润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五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以下简称“任职期间”），

由丙方担任恩华和润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并负责经营团队的组织，丙方在任职期间

保证经营团队保持稳定。甲方有权委派人员担任恩华和润业务副总经理，业务副总经理如不能

胜任工作，丙方有权提请董事会调整人选，其他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2）以经甲方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恩华和润审计后的 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基数，丙方保证任职期间内的每个会计年度，恩华和润主营业务收入

和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增幅均不低于 10%（以下简称“业绩增长指标”）。 

（3）丙方任职期间薪酬按照甲方控股子公司企业负责人薪酬体系进行管理、考核、激励。
但，在任职期间的任一会计年度，若恩华和润达成业绩增长指标，则丙方可全额兑现本会计年

度个人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若恩华和润未达成业绩增长指标，则丙方仅可兑现本会计年度个

人基本年薪，不予兑现绩效年薪。 

（4）若丙方在任职期间主动提出辞去恩华和润总经理职务申请，丙方需全额退还剩余会

计年度所对应的本次恩华和润 14%股权转让款与审计评估基准日恩华和润账面净资产的差额

部分价款。 

9、业务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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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乙双方承诺将持续深化双方供应链业务层面深度合作； 

（2）、乙方承诺，在乙方继续持有恩华和润股权期间，将积极保证并拓展恩华和润经销

乙方自有品种的相应业务渠道，提升恩华和润经销乙方自有品种的供应链地位，在品种代理权、

回款账期等商业政策上给予恩华和润优先优惠待遇，确保恩华和润后期稳定健康发展。 

10、利润分配 

甲、乙、丙三方同意，恩华和润年度经审计后实现盈利且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时，应进行年

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中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恩华和润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20%。各方应在年

度利润分配议案提交恩华和润股东会时予以同意。 

11、其他承诺 

（1）乙方承诺，在乙方持有恩华和润股权期间， 乙方（含乙方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不

得直接或间接经营乙方自有产品之外的与恩华和润相同或类似的任何业务。 

（2）丙方及恩华和润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恩华和润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任何

业务。恩华和润应与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竞业禁止及保密协议书。 

（3）甲方承诺及时按协议约定支付乙方、丙方各期转让款；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 2

周【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还清银行贷款，归还目标公司向乙方和乙方股东的借款；

甲方通过各种方式向目标公司的授信额度不得低于其业务发展所需要的额度。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同上市公司之间

的同业竞争情形；  

    3、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人事变更等情形；  

    4、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产品研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鉴于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加剧，为顺应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发展方向，整合及优化现有资

源配置，聚焦公司核心业务，集中资源加快中枢神经类药物研发，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决定出售恩华和润 56%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成为恩华和润的参股股东，恩

华和润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的发展战略定位于中枢神经药物领域市场，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中枢神经药物制造商

和供应商，全球重要的中枢神经药物生产基地和研发合作企业。公司将在加快创新药研发、仿

制药研发、不断完善中枢神经产品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专利创新药物的研发体系及产品管

线。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发展，集中资源加快产品研发，不断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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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恩华和润 24%股权，医药批发配送业务仍将是公司业务的一

个组成部分，但医药批发配送业务将不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业务及可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构成不利影响。 

2、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增加公司现金流入，增强公司短期支付能力，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3、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为公司带来处置收益约 3,690 万元左右，具体数据以公司经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三）董事会对交易对方（南京医药）违约风险的判断说明 

由于交易对方（南京医药）为在上交所上市的股份公司，根据其近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资

信情况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其具备较好的支付能力，违约的风险较小。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转让控股子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华和

润”）56%股权的事项，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恩华和润的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发展，优化资源配置，集中资源加快中枢神经类药物研发，不断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公

司将成为恩华和润参股股东，不再享有控制权，不再将恩华和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

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我

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2019年11月29日）。 

    2、独立董事意见。 

    3、《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协议》。 

    4、《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专项报告》（中兴华专字[2019]第020452号）。 

    5、《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70%股权资产评估报告》

（苏华评报字[2019]第319号）。 

    6、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