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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子公司股东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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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0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股东签署补充

协议的议案》，并签署了《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葛阳关于广东兆阳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本事项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原协议内容及业绩实现情况 

公司与葛阳、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阳生物”）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签署了《股权投资协议书》，公司以人民币 2,359.95 万元的价格通

过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方式收购了兆阳生物 60%的股权。 

葛阳对兆阳生物三年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每年需同时完成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两项指标，每年独立计算，任意

一项指标未完成则视为当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业绩承诺指标如下： 
考核指标/时间 2016年 2017年 2018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万元） 400 580 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万元） 360 520 620 

注：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63）。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兆阳生物 2016年至 2018年的审

计结果，兆阳生物的经营情况如下： 

考核指标 项目 2016 年 2017年 2018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税后 考核指标 400 580 690 



净利润/万元 审计数 -87.57 432.86 410.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量/万元 

考核指标 360 520 620 

审计数 317.85 1,396.32 454.15 

兆阳生物 2016 年至 2018年每年均有指标未完成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按

照《股权投资协议书》中的约定，葛阳需对公司的业绩补偿金额为【（400-

（-87.57））*4+（580-432.86）*4+（690-410.65）*4】+【（360-317.85）*4+

（620-454.15）*4】=4,488.24万元。 

二、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 

经过公司与葛阳进行分析讨论，公司认可葛阳 2016 年度未能完成业绩与医

药行业政策、宏观环境下行有一定关联，2016 年下半年，国家两票制改革等政

策对医药流通行业造成的剧烈冲击，给兆阳生物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

面公司的全部投资款项于 2016 年 8 月才陆续到位，部分业务的规划未能按预定

计划开展实施，对兆阳生物当年的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制约因素。除此之外，葛阳

在兆阳生物的运营发展、产品开发进度及市场推广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业绩承诺

目标未能顺利完成，葛阳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因素，公司同意与葛阳重新

签署业绩补偿协议。 

三、本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葛阳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葛阳 

丙方: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业绩承诺期及结算方式 

乙方承诺保证兆阳生物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58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不低于 520 万元；兆阳生物 2018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69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不低

于 620 万元；兆阳生物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800 万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不低于 720 万元。每年业绩承诺的指标包括兆阳

生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税后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两个指标，三

年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统一结算。具体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考核指标/时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 580 690 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520 620 720 

以上经营业绩指标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兆阳生物

2017-2019 年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每年独立计算，三年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统一结

算，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两个经营业

绩指标需同时完成，否则视为业绩承诺未完成。 

2、业绩承诺补偿上限 

若乙方未完成业绩承诺，需给与甲方业绩补偿。在业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

每年计算，三年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统一结算。 

若业绩承诺期内任意一年业绩承诺未能完成，则甲方有权选择以下二种方案

中的其中一种要求乙方给与补偿，乙方和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履行补偿责

任： 

（1）乙方对甲方予以现金补偿 

补偿金额=（乙方当年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兆阳生物合并

报表当年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总额）×4；或/及 

补偿金额=（乙方当年承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兆阳生物合并报表

当年实际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总额）×4。 

若出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任何

一个指标未完成的情况，乙方应支付的补偿金额按照未完成指标的补偿金额计

算；若出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两个指

标均未完成的情况，乙方应支付的补偿金额按照上述两个补偿金额累计计算。 

（2）乙方向甲方转让兆阳生物相应股权 

按照业绩补偿金额确定应转让兆阳生物股权的数额，并按照约定时间完成股

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支付手续）。具体计算公式为：应转让股权数额=累计业绩

补偿金额÷兆阳生物最近一期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100%。应转让股权数额以

乙方所持有剩余的兆阳生物股权为限，不足部分不再予以补偿。 



四、业绩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 

（一）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兆阳生物 2017年至 2019年的审

计结果，兆阳生物的经营结果如下： 

考核指标 项目 2017 年 2018年 2019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净

利润/万元 

考核指标 580 690 800 

审计数 432.86 410.65 35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万元 

考核指标 520 620 720 

审计数 1,396.32 454.15 4,428.90 

根据上述审计结果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葛阳需对公司的业绩补偿金额为

【（580-432.86）*4+（690-410.65）*4+（800-357.95）*4】+（620-454.15）

*4=4,137.56 万元。 

（二）业绩补偿方案 

1、公司聘请了广州信瑞知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兆阳生物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粤信仁审字

[2020]0408号）；公司同时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国

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兆阳生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广州市香雪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所涉及的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620060 号），兆阳

生物主要财务数据及评估结论如下： 

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6,888.35 万元，评估价值 9,148.19 万元，增

值额为 2,259.84 万元，增值率为 32.81%；总负债账面价值 4,031.71 万元，评

估价值 4,031.71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 2,856.64万元，评估价

值 5,116.48 万元，增值额为 2,259.84万元，增值率为 79.11%。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355.68 355.68 - - 

非流动资产 6,532.67 8,792.51 2,259.84 34.59 

长期股权投资 2,724.10 4,864.26 2,140.16 78.56 

在建工程 3,450.34 3,356.91 -93.43 -2.71 



无形资产 358.23 571.34 213.11 59.49 

资产总计 6,888.35 9,148.19 2,259.84 32.81 

流动负债 4,031.71 4,031.71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4,031.71 4,031.71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856.64 5,116.48 2,259.84 79.11 

2、经公司与葛阳协商沟通，公司同意葛阳以股权补偿的方式履行其在《股

权投资协议书》项下的补偿义务，即葛阳无偿转让其持有兆阳生物 40%股权的方

式对公司进行补偿。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兆阳生物 100%股权，兆阳生

物的全部权益及利润(包括本次股权转让前的权益及利润)全部由公司享有，葛阳

不再享有兆阳生物的股东权利，也不再承担股东义务。 

五、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兆阳生物通过近几年发展，经过前期与公司的结合和市场开拓，拓展了公司

在生物制品行业的发展，丰富了公司的收入结构，且资产状况良好。经公司与葛

阳协商一致，公司同意葛阳以持有兆阳生物 40%股权作为业绩补偿，符公司的发

展目标，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上述补偿方案对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影响增加约 1,768.2 万元，具

体金额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交易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股

东签署业绩补充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与葛阳签署业绩补偿协议，是董事会考虑到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补充协议的

签署不会影响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双方签署补充协议，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

远利益，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兆阳生物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5、兆阳生物评估报告； 

6、《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葛阳关于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

股权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业绩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