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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对外投资简要内容：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圣达生物”）、姑苏（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姑苏

投资”）及公司关联方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轮股份”）分

别以1,020.00万元、1,020.00万元、3,060.00万元认购天台银康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康生物”或“被投资方”）500.00万元、500.00万元、

1,500.00万元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银康生物注册资本将由4,902.50万元变更

为7,402.50万元。 

 公司与关联方银轮股份共同对银康生物进行投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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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银轮股份发生交易事项。 

 由于银康生物在研项目目前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能否顺利通过临床试验、

能否能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存在一定风险。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管理

风险、资金风险、开发进度风险以及产品更新迭代的风险等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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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2019年1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货币资金1,020.00万元人民币认购银康生物

新增注册资本500.00万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公司将尽快和银轮股份、

姑苏投资与银康生物及银康生物原股东徐小敏、天台众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众康投资”）、天台民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天民投”）签署《天台银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姑苏（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投

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 

本次交易前后各方持有银康生物股权对比情况如下： 

名称 

交易前情况 本次认购情况 交易后情况 

认购注册资

本（万元） 

占比

（%） 

认购注册资

本（万元） 

认购对价

（万元） 

认购注册资

本（万元） 
占比（%） 

徐小敏 900.00 18.36   900.00 12.1581 

众康投资 3,002.50 61.24   3,002.50 40.5606 

天民投 1,000.00 20.40   1,000.00 13.5089 

银轮股份   1,500.00 3,060.00 1,500.00 20.2634 

圣达生物   500.00 1,020.00 500.00 6.7545 

姑苏投资   500.00 1,020.00 500.00 6.7545 

合计 4,902.50 100.00 2,500.00 5,100.00 7,402.50 100.0000 

公司与关联方银轮股份共同对银康生物进行投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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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银轮股份发生交易事项。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原股东 

徐小敏，中国国籍，银轮股份董事长，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 

众康投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23MA28G7FK3F，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

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8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天台心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民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23MA28GN8C79，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天

台县始丰街道天元东街61-65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天台银轮联合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新进投资方 

银轮股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00070471161XA，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

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8号，法定代表人徐小敏，详见本公告“二、关联方介

绍”。 

姑苏投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MA5D3GNY23，主要经营场所为广州

市南沙区东涌镇番禺大道南513号自编厂房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叶尔迪。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银轮股份副董事长陈不非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银轮股

份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类别 基本信息 

名称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号 

法定代表人 徐小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9,209.5104 万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营业务 
专业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种汽车、工程机械等热交换器及后处

理产品 

成立日期 1999年 3月 10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3月 10日至长期 

截至2019年9月30日，银轮股份持有公司2.55%股份、银轮股份副董事长陈不

非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与银轮股份无其他相关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2、关联方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天台银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4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8 

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4.84 



4 徐小敏 4.05 

5 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9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2.75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2.25 

8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81 

9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68 

10 天津智链创合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1.47 

11 其他 61.34 

合计 / 100.00 
注：数据来源于银轮股份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3、关联方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银轮股份（证券代码:002126）主要从事油、水、气、电介质间的热交换产

品及后处理排气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银轮股份是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是中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热交换器行业标准的牵头制订单位，建有

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试验检测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工程实验

室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银轮股份近来年不断进行全球国际化战略布局，

不仅在浙江、上海、湖北、山东等地建有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在北美、欧洲等

地也建有生产基地和研发分中心。 

4、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785,882.32 807,58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0,560.48 373,067.14 

项目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2019年1-9月 

（未审计） 

营业收入 501,924.15 116,19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12.26 5,407.8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股权投资，公司以现金人民币1,020.00万元增资认购银康生物

500.00万元注册资本，采用现金交易方式。 



2、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类别 基本信息 

名称 天台银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号 

法定代表人 徐小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902.50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药品生产、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生物医药的研发 

成立日期 2017年 1月 17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1月 17日至长期 

3、标的公司的运营情况 

银康生物的产品战略为仿创生物药，聚焦生物类似药和高成功率的改良生物

药，计划以低成本快速开发的方式，形成多个品种的产品阵列。 

2017年1月22日，银康生物与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通

过专利独家许可的方式获得了IBI304项目（重组人VEGF受体-Fc融合蛋白）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域范围内的独家开发权利，适应症包括但不限于眼科老年性黄斑

变性（AMD）和肿瘤等。 

2019年11月28日，银康生物首个在研项目IBI304项目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CXSL1900101），同意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本品

的拟用临床适应症为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wAMD）、视网膜静脉阻塞（RVO）

（包括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及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VO））所导致的

黄斑水肿、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病理性近视（PM）等以新生血管发生、血管

渗出或黄斑水肿等为特征的眼底相关疾病。”的临床试验。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未审计） 

2019年9月30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36,817,984.48 63,140,325.70 

净资产 34,579,750.08 54,513,399.90 

项目 
2018年1-12月 

（未审计） 

2019年1-9月 

（未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62,912.74 -66,350.18 

（二）标的公司的其他情况 



1、本次交易有优先增资权的其他股东确认放弃优先增资权。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2019年4月30日天民投与银康生物签署的《天台银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与天

台民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投资协议书》约定，天民投投资2,000.00万元，

认购银康生物新增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即银康生物投后估值9,805.00万元

（以下简称“上一轮投资”）。 

鉴于银康生物在研项目“重组人VEGF受体-Fc融合蛋白注射液”于2019年11

月，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经新进投资方与被投资方

友好协商，被投资方本次投资的投前估值在上一轮投资的投后估值基础上适当上

浮，即本次投资的投前估值按照10,000.00万元计算。银轮股份、圣达生物、姑

苏投资分别以3,060.00万元、1,020.00万元、1,020.00万元认购银康生物

1,500.00万元、500.00万元、500.00万元注册资本。 

 

四、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被投资方：银康生物 

原股东：徐小敏、众康投资、天民投 

新进投资方：银轮股份、圣达生物、姑苏投资 

（二）被投资方估值 

1、2019年4月30日，天民投与银康生物签署的《天台银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与天台民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投资协议书》约定，天民投投资2,000.00万

元，认购银康生物新增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即银康生物投后估值9,805.00万

元。 

2、鉴于银康生物在研项目“重组人VEGF受体-Fc融合蛋白注射液”于2019年

11月，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经新进投资方与被投资

方友好协商，被投资方本次投资的投前估值在上一轮投资的投后估值基础上适当

上浮，即本次投资的投前估值按照10,000.00万元计算。 

（三）认购股份 

1、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银轮股份投资3,060.00万元（叁仟零陆拾万元



整），以认购银康生物新增注册资本1,500.00万元。圣达生物投资1,020.00万元

（壹仟零贰拾万元整），以认购银康生物新增注册资本500.00万元。姑苏投资投

资1,020.00万元（壹仟零贰拾万元整），以认购银康生物新增注册资本500.00万

元。银康生物拟新增注册资本2,50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银康生物注册资

本将由4,902.50万元变更为7,402.50万元。 

2、银康生物原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认购银康生物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 

3、新进投资方投资总金额5,100.00万元中，2,500.00万元计入银康生物注

册资本，其余2,600.00万元计入银康生物资本公积。 

4、各方同意，本次增资中投入被投资方的资金由被投资方根据有关规定合

理安排使用。 

（三）本次交易的程序和期限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前，各方将尽力促使本次交易完成

交割，于交割日，各新进投资方需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合计5,100.00万元增资款足

额汇入银康生物指定的银行账户。 

2、自出资到位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银康生物应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资料递

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银康生物应立即将本次交易的工商核准登记文件、经修订的章程复印件提交给新

进投资方存档。 

（四）股东权益的分享及承担及过渡期安排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日之前，由银康生物原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

对银康生物享有和承担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 

2、自交割日起，新进投资方与原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对银康生物享有和承

担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 

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损益，均由交割日后的银康生

物全体股东共同享有和承担。 

4、各方同意，本次新进投资人投资时享有共售权、同比例增资等权利，具

体在补充协议中予以明确。 

（五）违约责任和赔偿 

1、任何一方违反、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约定的权利和义

务，即构成违约行为。 



2、除本协议特别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守约方承担任何费用、

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被证实的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赔偿金、律师费等）向守约方进行赔偿，违

约方向履约方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导致的损失相同。 

（六）争议解决及适用法律 

1、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

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三十天内，向被投

资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有关争议的协商或诉讼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其他条款继续履行。 

3、本协议及任一最终文件（除非基于适用法律的规定）都将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适用冲突法原则）。如若因为执行此协议产生任何争端，败诉方

都应承担相应的合理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七）本次投资后的其他安排 

1、新进投资方成为银康生物股东后，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行使

股东权利，配合、协助银康生物经营发展。 

2、投资协议签署后，被投资方以任何方式引进新投资者，应确保新投资者

的投资价格不得低于本轮投资价格。 

3、如果原股东拟将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直接或间接出让给任何第三方，则新

进投资方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原股东或者按其与原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将

其持有的相应数量的股权出售给拟购买待售股权的第三方。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参股银康生物有利于公司大健康战略的顺利推进，进一步丰富公

司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 

（二）由于银康生物在研项目目前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能否顺利通过临床

试验、能否能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存在一定风险。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一定

的管理风险、资金风险、开发进度风险以及产品更新迭代的风险等潜在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不非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

材料,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

见如下： 

公司本次和关联方银轮股份分别以现金1,020.00万元和3,060.00万元共同参

股认购银康生物注册资本500.00万元和1,500.00万元，交易价格以上一轮投资者

的投资价格为定价基础，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参股银康生物有利

于公司的产业多元化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

关联董事陈不非先生在董事会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