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96        证券简称：迪瑞医疗        公告编号：2020-096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胜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盛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张闻、王建飞、陈美清、凌峰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股权。 

2、公司董事张闻先生系宁波胜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本次交易若实施完成将构成关联交易，根据目前对本次交易初步判

断，暂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如能最终达成交易，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控股子公司宁波瑞

源将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将对公司 2020 年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根据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回避表决。 

一、交易概述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瑞医疗”或“公司”）于近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闻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宁波胜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胜之源”）、广

盛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盛源”）、张闻、王建飞、陈美清、凌峰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宁波瑞源生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瑞源”或“标的公司”或“目标公司”）11%股权转让

给胜之源，交易作价 1.186 亿元人民币，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公司持有宁波瑞

源的股权比例由 51%降至 40%，宁波瑞源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广

盛源和胜之源合计持有宁波瑞源 40.89%的股份，张闻先生作为广盛源和胜之源

的实际控制人，将成为宁波瑞源新任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胜之源的实际控制人为张闻，张闻为公司董事，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后生效，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胜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H72AQ6T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闻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 799 弄 1 号 128 

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胜之源的实际控制人为张闻，张闻为公司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出售标的：宁波瑞源 11%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685441953 

法定代表人：李静 



注册资本：1,23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宁波市江北区皇吉浦路 288 号 

经营范围：第二、三类体外诊断试剂生产（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生

物酶及试剂的技术开发、研究，医药生物技术咨询服务；化学试剂的生产及批发

（除专项审批外）；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和批发；自由设备租赁；自

由房屋租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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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标的股权清晰，不

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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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不存在宁波瑞源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02,150,055.87 243,191,645.52 

负债总额 22,745,872.22 223,453,106.12 

净资产 279,404,183.65 19,738,539.40 

营业收入 259,722,387.16 83,577,094.44 

营业利润 121,004,752.72 31,668,991.56 

净利润 108,406,977.85 27,334,355.75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6 月合并

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中兴华审字【2020】第 540045 号）。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20】第 A03-0006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宁波瑞源经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为 1,979.36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3,780.08 万元，较其账面净资产

增值 101,800.72 万元，增值率 5,143.11%。增值原因及评估结果推算过程，详见

《评估报告》）。经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1.186 亿元人民币。 

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此次交易的定价符合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价格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广

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方案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于 2005年 2月 18日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3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王建

飞持有其 9.31%的股权；陈美清持有其 4.90%的股权；凌峰持有其 4.90%的股权；

张闻是广盛源的实际控制人，广盛源目前持有目标公司 29.89%的股权。 

转让前宁波瑞源股权分布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2 广盛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9.89% 

3 王建飞 33******2 9.31% 

4 陈美清 33******8 4.90% 

5 凌峰 33******7 4.90% 

合计  100.00% 

公司愿意将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1%的股权（以下称“目标股权”）转让给胜

之源，且胜之源愿意受让目标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广盛源、王建飞、陈美清和凌

峰放弃受让，一致同意由公司转让持有部分股权予胜之源。 

本次股权转让广盛源、王建飞、陈美清和凌峰放弃受让，一致同意由公司转

让持有的部分股权予胜之源。 



转让后宁波瑞源股权分布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广盛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9.89% 

2 宁波胜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3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4 王建飞 33******2 9.31% 

5 陈美清 33******8 4.90% 

6 凌峰 33******7 4.90% 

合计  100.00% 

本协议生效起 3 个月内，且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的前提下，王建飞、陈美清

和凌峰有权自行或指定第三方分别受让公司持有目标公司部分股权(不超过公司

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 6%)，受让比例分别为 3.23%、1.385%、1.385%，则具体定

价以胜之源本次交易目标公司对应的整体估值为准。若本协议生效 3 个月后，针

对目标公司中公司持有的股权，公司是否转让、转让价格及比例等事宜，本协议

各方需与公司另行商议。 

2.成交金额 

胜之源受让公司持有目标公司的 11%股权，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宁波

瑞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约为 10.378 亿元。经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1.186 亿元

人民币。 

3.支付方式 

胜之源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 

4.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 

胜之源于本协议生效后十日内以现金形式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目标股权的

转让价款的 50%，即 5930 万元；胜之源于本次交易目标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六

个月内以现金形式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剩余的50%，即5930

万元。 



5.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 

关联自然人张闻系广盛源、胜之源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前，广盛源持

有宁波瑞源 29.89%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除广盛源持有宁波瑞源 29.89%的

份外，胜之源亦持有宁波瑞源 11%的股份，广盛源和胜之源合计持有宁波瑞源

40.89%的股份，张闻成为宁波瑞源实际控制人。 

6.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等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后生效。 

7.交易标的的交付及过渡期安排 

交付日是指目标股权过户登记至胜之源名下日，即目标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

完成目标股权转让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日。在本协议生效后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之

前，目标公司董事会不得做出与张闻意见不一致的相关决议。 

胜之源于首笔 50%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目标公司按照法律规定、行政规章程序办理目标股权转让的公司登记变更手

续，各方应积极配合并协助目标公司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同

时各方应配合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宜。 

8.保障条款 

在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前提下，本次交易完成后且自 2021 年起，目标公

司每年的净利润应以不低于 15%的速度增长，如前述业绩增长目标实现，则公司

与广盛源、胜之源和张闻承诺将推动目标公司根据业绩完成情况以及薪酬制度审

议通过经营管理团队的奖励方案；如连续两年未能实现前述业绩增长目标，在维

持执行董事不变的情况下，公司与广盛源、胜之源和张闻承诺将推动目标公司重

新选聘经营管理团队。 

9.履约责任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转让对价，

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行筹集的合法资金。如胜之源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

限将其应付股权转让款足额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每逾期一日，胜之源应当以



未支付的金额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三计算违约金支付给公司。综上所述，公司董事

会认为本次交易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可控，交易对方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较小。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宁波瑞源 11%股权转让给胜之

源，本次交易不会产生投资损失，不存在商誉减值风险，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宁波瑞源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测算本次交易预

计对公司本年经营业绩的影响约为-1,000 万元，具体的金额及会计处理将以宁波

瑞源实际年度收入与公司 2020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

张闻成为宁波瑞源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属于股权转让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

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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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自然人张闻（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

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张闻对上述议案回避

表决，其余 6 名董事参与表决，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取得了公司独立董

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议案》在提交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前已经得到我们事先认可。公司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此次交易

的定价符合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价格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议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认为《议案》合法合规，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我们认可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三）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宁波瑞源财务报表； 

5、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6、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