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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88        证券简称：艾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1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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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以自有资金出资，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相较于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的溢价率：397.67%；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预计对公司 2021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较

小。标的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可能面临行业、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公

司因此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迪药业”、“投资方”、

“公司”）在抗病毒领域的产业发展布局，提升公司未来在该领域的竞争力，公

司拟与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泽制药”、“标的公司”）签

署投资协议。根据各方拟签署的投资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对龙泽制药投资人

民币 5,000 万元，以人民币 10 亿元的投前估值认购龙泽制药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400 万元，相较于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的溢价率为 397.67%。本次交易完成

后，龙泽制药的注册资本自人民币 8,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8,400 万元，公司将

获得龙泽制药增资后 4.76%的股权。 

（二）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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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 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王立新 

王立新，男，中国国籍，担任龙泽制药董事长。 

（三） 顾小勇 

顾小勇，男，中国国籍，担任龙泽制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四）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关系的说明 

龙泽制药为艾迪药业的原料药供应商，现为艾迪药业小规模供应拉米夫定、

替诺福韦等产品。 

公司名称 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ijiazhuang Lonzeal Pharmaceuticals Co.,Ltd 

注册资本 8,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立新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30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5 年 7 月 30 日 

公司住所 深泽县工业园区(西环路 1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796583829Y 

经营范围 

原料药、片剂、颗粒剂、胶囊剂的研发、生产、销售；

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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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王立新，认缴注册资本 6,508 万元，持股比例为 81.35%； 

顾小勇，认缴注册资本 84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50%； 

晟泽投资，认缴注册资本 4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00%； 

郑虓，认缴注册资本 252 万元，持股比例为 3.15%。 

主要人员 
董事长：王立新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顾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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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参见本公告之“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二）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0,028,052.37   313,010,947.97  

负债总额  128,562,335.53   148,160,764.67  

资产净额  251,465,716.84   164,850,183.30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320,895,624.60 248,400,941.80 

净利润  84,313,405.00   21,998,404.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3,916,517.99 8,192,593.8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投资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立新 6,508.00 81.35% 6,508.00 77.48% 

2 顾小勇 840.00 10.50% 840.00 10.00% 

3 

石家庄晟泽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400.00 5.00% 400.00 4.76% 

4 郑虓 252.00 3.15% 252.00 3.00% 

5 
江苏艾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 —— 400.00 4.76% 

合  计 8,000.00 100.00% 8,400.00 100.00% 

（四）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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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龙泽制药现金出资。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协议各方 

投资方：艾迪药业； 

被投资方：龙泽制药； 

创始股东：王立新、顾小勇。 

（二）交易方案 

投资方以现金方式对标的公司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获得标的公司增资后

4.76%的股权。 

（三）交割 

1、投资方应在交割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以书面形式予以豁免）后的

十（10）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款一次性划入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标的公司应在交割完成后的二十（20）个工作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

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四）董事席位 

标的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本次交易完成后，投资方拥有标的公司一

个董事席位。 

（五）股份回购 

如标的公司(i)未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经投资方认可的境内外证券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文件并取得受理通

知书（包括借壳上市），或(ii) 标的公司或任何承诺人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陈述、保证、义务且未取得投资方的书面豁免，投资方有权要求王立新按照

7%年息（单利）的回购对价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自标的公司就

上市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材料并取得受理通知书之日起，此

约定终止。 

（六）业务合作 

就标的公司生产的拉米夫定、替诺福韦等产品，当投资方向标的公司提出采

购需求时，在同等供货价格条件下，标的公司将优先向投资方提供产品供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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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于公司对国家集采部分的供应）。 

（七）争议解决方式 

投资协议适用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管辖并依其解释。各方因投资协议产生

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均

有权将争议提交起诉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八）协议生效 

投资协议经各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做出的审慎决策。公司在做好抗病毒

领域创新产品的研发并推进产品上市的同时，积极开展上游原料药供应商的合作

部署。公司本次投资龙泽制药后将成为龙泽制药的股东，将来，公司抗艾滋病单

片复方制剂 ACC008 片获得批准上市后，龙泽制药亦将成为公司重要的原料药供

应商。本次投资将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双方的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各自在抗病

毒领域的领先优势，有利于稳定公司原料药供应渠道，为公司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对标的公司投资，是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及业务发展

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资金周转需要

和业务的正常开展，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预计对公司 2021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较小。

标的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可能面临行业、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因

此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