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证券简称：安道麦A(B)  公告编号：2019-54号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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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见下文）中，重组（定义见下文）完成后上海迪拜植保

有限公司（“上海迪拜”或“标的公司”）50%股权（“标的股权”）的预估购

买价款为人民币 3.7 亿元，最终购买价款应当依照《股权购买协议》的规定，根

据上海迪拜在交割日（定义见下文）的净负债予以确定，并且最终购买价款受限

于提交至有权对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进行监督及管理的国有资产监

管机关（或其授权主体）适当备案的标的股权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2、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关（或其授权主体）审核批准。 

3、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反垄断法项下的相关政府审查。 

4、 本次交易尚需经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辉丰”）股东

大会批准。 

一、 交易概述 

1、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江苏辉丰签署《有关资产收购的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该事宜已由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5）。作为实施备忘录内容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与江苏辉丰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拟



在重组完成后，收购其持有的标的股权，预估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3.7 亿元。最终

购买价款应当依照《股权购买协议》的规定，根据上海迪拜在交割日的净负债予

以确定，并且最终购买价款将受限于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重组完成后上海迪拜 50%的股权。 

2、 2019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之国内销售机构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

司 50%股权的议案》。公司 5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评估报告尚需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关（或其授权

主体）适当备案。 

5、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关（或其授权主体）审核批准。 

6、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反垄断法项下的相关政府审查。 

7、 本次交易尚需经江苏辉丰股东大会批准。 

8、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设立时间：1989 年 5 月 26 日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7,475,283 元 

5、 法定代表人：仲汉根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01407071551 



7、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港闸南首 

8、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农药、危险化学品（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设立安全许可意见书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中核准项目经营）生产；农药杀

虫剂、杀菌剂、蔬菜保鲜剂、除草剂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工产品（除农药

及其他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日用百货、木材、建

筑材料、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销售；包装材料（含塑料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

关技术的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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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仲汉根 42.43% 

2.  仲玉容 4.82% 

10、 关联关系：江苏辉丰不是公司关联方，并且江苏辉丰与公司及公司前

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或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与江苏辉丰存在业务关系：公司向江苏辉丰进行农药原药及制剂的采购，

包括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 

11、 诚信情况：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江苏辉丰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1)、 资产名称：重组完成后上海迪拜 50%的股权 

(2)、 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3)、 权属情况：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 标的公司概况 

(1)、 公司名称：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设立时间：2001 年 9 月 17 日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5)、 法定代表人：裴彬彬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703454316Y 

(7)、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新培路 51 号 2 幢 2 层 217、218 室 

(8)、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

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化肥、农药（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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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年 12月 31日（2018

年度） 

2019 年 7月 31 日

（2019 年 1-7 月） 



资产总额 16,748.40 8,404.01 

负债总额 13,658.47 6,454.43 

应收账款总额 3,672.16 6,518.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3,089.93 1,949.58 

营业收入 53,571.30 26,401.49 

营业利润 7,556.96 3,093.23 

净利润 5,533.34 2,315.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153.79 3,425.38 

注：为准确完整反映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上述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模拟财务报表数

据（假定标的公司已完成重组，上述财务数据已包含上海迪拜及新疆辉丰相关财务数据）。 

(11)、 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以 2019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标的股权审计

及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在审计及评估工作完成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披露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12)、 诚信情况：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迪拜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13)、 权利限制：上海迪拜的章程及其他相关文件中不存在可适用的法律法

规规定之外的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3、 作为本次交易的组成部分，在标的股权交割前，江苏辉丰应完成重组，

即江苏辉丰应先收购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辉丰”）员工股东持有

的新疆辉丰 49%的股权，在前述收购完成后，江苏辉丰将向上海迪拜转让其持有

的新疆辉丰 100%的股权，并最终由上海迪拜持有新疆辉丰 100%的股权。新疆

辉丰基本情况如下： 

(1)、 公司名称：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设立时间：2013 年 7 月 3 日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5)、 法定代表人：裴彬彬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072216310T 

(7)、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 56 号 1 栋 2 段 2 层 

(8)、 经营范围：农药 6 类 1 项（未经许可的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易制爆、

剧毒化学品除外）。肥料的销售；生物科技技术研发及推广服务 

(9)、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项下的重组开始前，新疆辉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2.  郭靖 46% 

3.  王丽 3% 

 

(10)、 诚信情况：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新疆辉丰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11)、 权利限制：新疆辉丰的章程及其他相关文件中不存在可适用的法律法

规规定之外的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12)、 权属情况：新疆辉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双方：公司（买方）；江苏辉丰（卖方） 

2、 标的制剂产品：包括现有制剂登记的产品和新制剂登记的产品（不包括



用于生物激活素的噻苯隆系列产品和微生物系列药肥产品，但应包含用于脱叶剂

的噻苯隆） 

3、 标的业务：标的制剂产品的境内及境外销售 

4、 重组：经公司及江苏辉丰协商一致，江苏辉丰将在《股权购买协议》生

效后，进行与标的业务相关的重组（“重组”）。重组的主要内容包括： 

(1)、 江苏辉丰向新疆辉丰员工股东收购其合计持有的新疆辉丰 49%的股

权。收购完成后，江苏辉丰将持有新疆辉丰 100%的股权； 

(2)、 江苏辉丰在完成上述收购后，向上海迪拜转让其持有的新疆辉丰 100%

的股权； 

(3)、 江苏辉丰将与标的业务相关的雇员及业务关系转让至上海迪拜和/

或新疆辉丰； 

(4)、 江苏辉丰将与标的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转让至上海迪拜和/或新疆

辉丰，或授权上海迪拜和/或新疆辉丰使用； 

(5)、 重组完成后，上海迪拜将持有新疆辉丰 100%的股权，标的业务均由

上海迪拜和/或新疆辉丰进行运营。 

(6)、 公司将在重组完成后，以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股权。 

5、 购买价款：标的股权预估购买价款应为人民币 3.7 亿元，最终购买价款

应当依照《股权购买协议》的规定，根据上海迪拜在交割日的净负债予以确定，

并且最终购买价款将受限于评估报告。 

6、 定价依据：购买价款经双方协商确定，并且受限于评估报告。 

7、 购买价款的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8、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9、 购买价款的支付安排： 



(1)、 江苏辉丰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或者本次交易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

关（或其授权主体）批准后五个工作日内（以较晚发生者为准），公司向江苏辉

丰支付人民币 3,000 万元。在交割日，公司支付人民币 3.4 亿元，其中，公司向

江苏辉丰支付人民币 3.1 亿元，并向以江苏辉丰名义设立的托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3,000 万元（“托管金额”）。 

(2)、 《股权购买协议》规定的托管金额释放条件在交割日（定义见下文）

至交割日满一周年的期间内（均包含当日）被满足后，托管金额的 50%将在交割

日满一周年后的第十个日历日被释放。《股权购买协议》规定的托管金额释放条

件在交割日满一周年之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满两周年之日（含当日）的期间

内被满足后，托管金额的余额在交割日满两周年后的第十个日历日被释放。 

10、 主要交割条件： 

(1)、 重组已经完成； 

(2)、 本次交易相关的批准已适当取得，并且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已经国有

资产监管机关（或其授权主体）适当备案； 

(3)、 反垄断法项下的相关政府审查已完成； 

(4)、 江苏辉丰恢复原药生产，且恢复的产能每月应当不低于用于标的业务

自产产品生产的原药在 2017 财政年度平均每月产量的 80%。江苏辉丰应当取得

所有为相关生产线的合法复产及持续运营所必要的政府授权，且已就复产情况进

行公告，并提供国家机关同意复产的文件； 

(5)、 双方就扩展交易（定义见下文）签署最终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购

买协议）。 

11、 交割时间：《股权购买协议》规定的公司及江苏辉丰的交割条件均得

到满足或被放弃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在上海迪拜注册地址，或在江苏辉丰和公司

另行书面同意的其他地点、时间和日期进行交割（“交割日”）。 

12、 交易后标的公司的管理：公司及江苏辉丰同意，自交割日起，公司及



江苏辉丰将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各持有重组完成后上海迪拜 50%股权，对标的公司

进行共同管理，且有权委任相同数量的董事。董事长应当自江苏辉丰委任的董事

中产生，并且应当作为标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标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及首席财

务官应当由公司提名并经标的公司董事会委任。公司将主导制定上海迪拜的商务、

市场营销和品牌战略。 

13、 期间损益： 

(1)、 本次交易过渡期为自基准日（2019 年 7 月 31）起至交割日止； 

(2)、 基准日前与标的股权相对应的标的业务所产生的所有及任何经济利益、

利润、权益及亏损均归属江苏辉丰； 

(3)、 过渡期内与标的股权相对应的标的业务所产生的所有及任何经济利益、

利润及权益应归属于江苏辉丰；与标的股权相对应的标的业务所遭受的全部及任

何亏损由江苏辉丰承担； 

(4)、 交割日后，与标的股权相对应的标的业务所产生的所有及任何经济利

益、利润、权益及亏损均归属公司 

14、 扩展交易：根据 2019 年 1 月 10 日签署的备忘录（2019 年 1 月 11 日

2019-5 号公告），公司拟收购江苏辉丰位于江苏大丰主厂区的农化业务（“扩展

交易”）。在交割日，公司将向江苏辉丰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作为实施扩展交

易的预付费用。 

15、 协议生效：协议自江苏辉丰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或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关（或其授权主体）批准之日（以较晚发生者为准）起生效。 

16、 协议终止：若交割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因交割条件未达成或未被

一方放弃而未完成，《股权购买协议》即终止。 

五、 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 人员安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迪拜将保留约 183 名与标的业务相关

的员工，上海迪拜剩余员工将由江苏辉丰承接。 



2、 土地租赁：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 

3、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自交割日起： 

(1)、 江苏辉丰及上海迪拜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2)、 江苏辉丰供应的全部标的制剂产品均通过上海迪拜向新疆辉丰进行销

售及经销，但根据上海迪拜的要求，上述制剂产品可由江苏辉丰直接向新疆辉丰

进行销售或经销； 

(3)、 江苏辉丰的全部标的制剂产品将通过上海迪拜或新疆辉丰进行外部销

售；但在遵守公平交易原则的前提下，上海迪拜有权将部分标的制剂产品的销售

及经销权向公司或者江苏辉丰的关联方进行转让； 

(4)、 就标的制剂产品，江苏辉丰对上海迪拜和新疆辉丰享有优先供应权。

如江苏辉丰无法满足上海迪拜和/或新疆辉丰对标的制剂产品的需求，公司有权

优先通过自身或其子公司向上海迪拜和/或新疆辉丰进行产品供应； 

(5)、 本次交易完成前由江苏辉丰生产并以公司品牌进行独家产品推广的制

剂产品，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由江苏辉丰进行生产，并通过上海迪拜向公司进行

销售。 

六、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迪拜拥有具有吸引力的农作物保护制剂产品组合，包括 150 多个产品注

册，以及由 180 名员工组成的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根据本次交易的条款，针对

江苏辉丰已有的及后续的在中国的产品注册，上海迪拜将获得独家的、无期限的

及免使用费的许可使用权，并且江苏辉丰在中国的全部标的制剂产品销售均将如

上文所述通过上海迪拜（含其子公司新疆辉丰）进行。 

商务合资企业强大的商业影响力和众多的差异化、专利产品及广泛的产品注

册组合与公司形成了高度互补。该战略性的商务合资企业是公司在中国市场持续

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大大加强公司在这一关键作物保护市场的商业活

动、定位和供应能力。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