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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高新”）、成都力思特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思特集团”）以及霍尔果斯力思特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霍尔果斯力思特”）合计持有的成都力思特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思特”）的62,985,383股股份，占力思特总股

本的87.3220%，交易价格为66,678.61万元。 

2018年6月1日、9月14日，公司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以及霍尔果斯力思

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 

（二）关联关系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对方国投高新持有公司股份24,16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9.1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持股5%以上股东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相关审批程序 

2018年9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的相关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姜兆南、左京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国投高新应回避表决。本次

交易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

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获得上述全部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201B 

法定代表人 潘勇 

注册资本 249,529.92348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0089M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资产受托

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89年4月19日 

股权结构 

 

近三年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643,116.89 1,620,228.74 616,960.39 

总负债 401,310.69 389,492.38 73,139.20 

所有者权益 1,241,806.20 1,230,736.36 543,821.19 

项目 2018 年 1 月-5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76,356.42 725,842.56 6,434.10 

国务院国资委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营业利润 27,371.44 212,298.16 34,122.60 

利润总额 27,588.56 203,338.13 35,302.54 

净利润 24,042.93 160,813.99 30,115.81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 成都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住所 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黄绍渊 

注册资本 7,21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403158093 

经营范围 

中西药原料、辅料、中间体及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

批发、零售保健用品、医药包装材料；制药设备制造，安

装及维修业务；制药工程设计，科技开发、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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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2年 1 月 29日 

营业期限 2002年 11 月 08日至永久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化学药物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产品的范

围以抗胆碱药物为主，覆盖抗感染性药物、呼吸系统用药、

消化系统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多肽类药物等。标的公

司现生产和销售的药物包括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克林霉

素磷酸酯注射液、谷氨酰胺颗粒、细辛脑注射液、醋酸奥

曲肽注射液、环磷腺苷葡胺等；其中，长托宁为标的公司

核心产品，目前广泛应用于麻醉前给药抑制腺体分泌及有

机磷农药中毒的解救，是标的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谷氨

酰胺颗粒、醋酸奥曲肽注射液、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为



标的公司重点产品。 

（二）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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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易标的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

[2018]009503号《审计报告》，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5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1,589.24   29,542.23   27,390.32  

负债 6,428.44   5,565.54   2,764.29  

所有者权益  25,160.80   23,976.69   24,626.03  

项目 2018 年 1-5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8,494.63   19,156.31   10,457.52  

营业利润  1,065.16   4,252.22   3,027.44  

净利润  930.11   3,678.46   2,829.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30.11   3,678.46   2,82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9.28 1,745.04 4,211.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69.16 -7,978.32 -382.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4.00 -4,327.22 -1,233.47 

（三）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企华对交易标的

股权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1210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

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对力思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5 月 3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评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评估结论 

力思特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1,575.06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427.15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5,147.91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为 76,359.43 万元，增值额为 51,211.52 万元，增值率为 203.64%。 

2、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原因 

被评估企业的收益法评估结果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增值较高，主要原因是标的

公司收益的持续增长，而标的公司收益持续增长的推动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

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主要产品对应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长托宁目前在临床上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是全麻术前

用药。长托宁用于麻醉可有效的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减少术后呼吸道并发症，

减少迷走神经的反射等。长托宁在麻醉前用药市场的市场规模与我国每年手术开

展数量紧密相关。根据我国卫计委发布的《2017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

显示，近几年我国住院患者年手术人次呈持续增长态势，2007 年-2016 年复合增

长率接近 10%。中长期来看，经济持续发展、消费水平提升、人口老龄化、人均

寿命增加等都将为我国手术数量长期稳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②核心产品竞争优势 

标的公司所拥有的独家产品长托宁属于新型选择性抗胆碱药，其性能相较于

传统的对 M 受体无选择性的抗胆碱类药物，如阿托品、东莨菪碱等，在毒副作

用、半衰期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以其明显的优越性在麻醉前给药抑制腺体分泌

药物市场、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市场逐渐替代阿托品、东莨菪碱等同类产品。标

的公司围绕该产品构建了一系列专利体系，目前，标的公司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26 项。专利体系的构建为标的公司后续的成长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③多款其他产品的持续市场推广 

标的公司凭借其良好的研发实力，目前已经有 38 款药品拥有再注册批件，

除长托宁外，报告期内，新麦林等少数药物也已经开始为标的公司带来收入。未

来，标的公司会在构建长托宁在全国范围内的营销渠道的同时，进一步加码对除

长托宁以外的产品的推广力度，形成多个业务增长点，减少主营产品较单一对标

的公司收入的风险。 

（四）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等

权利限制情况，不存在涉及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

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

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

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以及霍尔果斯力思特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以及霍尔果斯力思特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标的公

司 62,985,383 股股份，交易对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公司转让前

述该等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国投高新将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力思特集团和霍尔果斯力思特将成为公司的股东。 

（三）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62,985,383 股股份，

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87.3220%。 

2、各方同意，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1210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 年 5 月

31 日），力思特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76,359.43 万元。参考前述评估结果，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6,678.61 万元。 

3、各方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的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

前 6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并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利润分配

情况进行调整，为 13.95 元/股。 

（四）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本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各自的授权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2、本协议成立后，在如下各项程序或手续全部完成/成就时立即生效： 



（1）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

的签订； 

（2）国务院国资委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如非因一方或各方违约的原因造成前述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本协

议解除，同时各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且互不承担

责任。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8 年 6 月 1 日，福瑞股份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以及霍尔果斯力思特

就转让力思特的 62,985,383 股股份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8 年 9 月 14 日，福瑞股份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以及霍尔果斯力思特

就转让力思特的 62,985,383 股股份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二）关于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承诺及补偿 

若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就标的资产采取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

期的估值方法进行评估，并且各方以上述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

方将按照下述约定对福瑞股份进行业绩承诺及补偿： 

1、补偿主体：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和霍尔果斯力思特。 

2、补偿期限：上述补偿主体承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

年度为“利润补偿期间”，即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3、业绩承诺：上述补偿主体承诺，力思特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

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企华评报字（2018）第 1210 号），力思特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

盈利预测数额分别为 3,596 万元、4,690 万元和 5,627 万元。本协议所称的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数、净利润实现数、实际净利润、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中的“净利润”

均指力思特股份合并报表中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4、补偿方式：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于利润补偿期间内的每个会计

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在相应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三）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本协议于各方、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时同时生效。 

2、各方一致同意，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或终止，本协议同时

解除或终止。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的实施将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其他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已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国投高新、国

投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本次交易完成后，力思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的管理范

围。公司将在保持标的公司独立运营的基础上，与标的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对业

务、资产、团队、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使标的公司尽快融入公司，最大程度地

发挥重组的协同效应。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国投高新，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为国投集团，公司仍将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

关联方继续保持独立性。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1、拓展上市公司业务范围，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提高其在药物研发、原料制剂等领域的实力，并

将其产品种类由单一的肝纤维化药物扩展至抗感染、抗胆碱、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心血管系统等领域。未来，上市公司将充分利用力思特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声

誉，继续巩固其既有优势，顺应国家“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同时，上市公司将充分发挥力思特在研发、营销、采购、管理等方面的协同

效应，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2、将获得优质资产，提升上市公司业务规模，增强未来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力思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业务规模将得到大幅提升，未来盈利能力将得到加强。 

根据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力思特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

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596 万元、4,690 万元和 5,627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组合将进一步得以增强，上市公司不断发

挥其与力思特的协同优势，挖掘潜在增长空间，盈利水平有望得到一定的提高，

这亦将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 

或名称 

重组前 新增发行股

份数（股） 

重组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投高新 24,160,000 9.18% 41,550,769 65,710,769 21.14% 

王冠一 29,754,138 11.31% 0 29,754,138 9.57% 

福创投资 15,886,000 6.04% 0 15,886,000 5.11% 

王冠一及其一致行

动人福创投资合计 
45,640,138 17.35% 0 45,640,138 14.6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信托成泉

汇涌八期金融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214,372 3.50% 0 9,214,372 2.96% 

李北红 8,569,952 3.26% 0 8,569,952 2.76% 

胡惠雯 8,567,732 3.26% 0 8,567,732 2.7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94,576 2.01% 0 5,294,576 1.70% 

力思特集团 0 0 4,972,135 4,972,135 1.60% 

霍尔果斯力思特 0 0 1,275,379 1,275,379 0.41% 

力思特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霍尔果斯

力思特合计 

0 0 6,247,514 6,247,514 2.01% 



股东姓名 

或名称 

重组前 新增发行股

份数（股） 

重组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其他股东 161,606,330 61.43% 0 161,606,330 51.99% 

上市公司总股本 263,053,100 100.00% 47,798,283 310,851,383 100.00% 

注 1：王冠一持有福创投资 57.45%的股权，系福创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注 2：力思特集团系霍尔果斯力思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霍尔果斯力思特 99%的出资份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王冠一将直接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45,640,138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68%；国投高新将持有上市公司 65,710,769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21.14%，国投高新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投高新为国投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投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核字[2018] 003895 号备考审阅报告，本次发行

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实际数 备考数 备考数与实际数变动 

总资产  217,333.32   294,495.56   77,162.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35,687.75   201,726.86  
66,03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5.16  6.49   1.33  

项目 
2018 年 1-5 月 

实际数 备考数 备考数与实际数变动 

营业收入  29,383.38   37,878.01   8,494.63  

利润总额  2,531.12   3,275.33   744.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203.80   1,742.84   539.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0.0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实际数 备考数 备考数与实际数变动 

总资产 250,261.41   325,697.94  75,436.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50,252.03   215,752.10  65,50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5.71   6.94   1.23  



每股净资产（元/股） 

项目 
2017 年 

实际数 备考数 备考数与实际数变动 

营业收入 84,967.50   104,123.82   19,156.32  

利润总额 16,090.93   19,632.59   3,541.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7,186.69   9,787.18   2,600.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1   0.04  

如果本次交易得以实施，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

利润水平、每股收益均将有所提升，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得以增强。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有关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

案材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方案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规模，提

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以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福瑞股份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2018年9月1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并就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环境保

护、土地管理、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出现不符合

上市条件的情形；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完善产业链，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 

3、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力思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力思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计持有的成都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62,985,383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87.3220%。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标的

资产进行评估，除业务关系外，该评估机构与公司及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主体无

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签署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

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合理；评估

参数的选取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数值合理，评估结果合理且已经国务院国资

委备案。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定价及发行股份的定价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根据本次交易的有关方案，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力思特股份 62,985,383 股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公司控股股东

将变更为国投高新。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姜兆南、左京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该等协议条款齐备，并未附带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

构成实质性影响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7、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等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履行了现阶

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具备完备性及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就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说明。 

8、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报批程序及交易风险因素已在《内蒙

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中进行了充分提示，有效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相关事项，并同

意董事会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体安排。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公司聘请了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根

据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的条件；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和股份定价合理，所选取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

假设前提合理； 

4、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不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亦未被采取司法冻结等强制措施，

标的资产按约定方式过户至福瑞股份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 

5、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

强持续盈利能力，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

益的问题； 

6、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

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将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

规定；公司治理机制仍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



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7、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项合同及程序合理合法，在交易各方履行本次交易

相关协议的情况下，不存在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后不能及时获得相应对价的情形； 

8、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

足利润预测数情况的补偿安排切实可行、合理； 

9、本次交易不存在交易对方对拟购买资产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四）律师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聘请了瑛明律师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根据瑛明律师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对本次交易结论性意见如下： 

1、 福瑞股份和交易对方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

序，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合法有效。 

4、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不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亦未被采取司法冻结等强制措施，

标的资产按约定方式过户至福瑞股份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 

5、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福瑞股份及相关各方已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

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6、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重组规定》、《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和实质性条件。 

7、福瑞股份和交易对方具有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主体资格；该等协议

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约定的相关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并可实际

履行。 

8、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国投高新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国投高新及其母公司国投集团已出具《关于减

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该承诺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投高新将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投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投高新与

国投集团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该承诺合法有效。 



9、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具有合法的执业资质，具备为本次交易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10、本次交易相关机构或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福瑞股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

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法律障碍。 

11、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

障碍，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的法律问题和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福瑞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福瑞股份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福瑞股份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霍尔果斯力思特签署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4、福瑞股份与国投高新、力思特集团、霍尔果斯力思特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5、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1210号《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说明》； 

6、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福瑞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福瑞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8、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9503 号《审

计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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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力思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力思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成都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62,985,383股股份，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87.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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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该等协议条款齐备，并未附带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构成实质性影响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7、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等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具备完备性及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就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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