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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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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于2021年4月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及

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对武汉低维材料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低维”）进行增资及收购股权。本次增资及股权

转让后，公司将成为武汉低维新进股东，并持有其40%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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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以下简称“丙方”）具体情况如下： 

1、常海欣（以下简称“丙方1”），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410423*********7336，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 

2、李刚辉（以下简称“丙方2”），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610402*********1410，

住址：西安市未央区 

3、郭辉（以下简称“丙方3”），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410423*********8819，

住址：武汉市洪山区 

4、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丙方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MA4K2JJ49E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住所：洪山区文秀街10号中石A栋大楼1号门第1层1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郭辉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8日  

合伙期限：2018年12月18日至2038年12月17日 

经营范围：对科技行业的投资。（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低维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21MA4KWCE091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洪山区书城路文秀街10号中石A栋大楼1号门第8层801室  

法定代表人：李刚辉  

注册资本：伍佰伍拾伍万伍仟陆佰圆整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2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低维材料、量子材料、钙钛矿材料、纳米材料、新能源材料、复

合材料、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能源器件的研发、检测、生产加工、销售及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前后，武汉低维的股权结构为： 

序
号 

股东 
增资及股权转让前 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常海欣 210.40 37.87% 210.40 35.98% 

2 李刚辉 111.55 20.08% 0.00 0.00% 

3 郭辉 103.05 18.55% 103.05 17.62% 



4 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0.56 23.50% 37.43 6.40% 

5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233.92 40% 

合    计 555.56 100% 584.80 100% 

注：上述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和股权比例以最终协议签署和工商登记为准。 

（三）武汉低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027,276.63 29,444,738.58 

负债总额 15,827,299.56 18,247,134.44 

净资产 11,679,228.39 11,597,443.98 

营业收入 146,495.58 9,953.56 

净利润 -2,118,215.59 -10,859,756.48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ZE50113号审计报告。 

（四）武汉低维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任何关联关系。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武汉低维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四、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4月30日，永安药业与武汉低维各股东在武汉市签署了《增资及股权转

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与认购 

1、投资人以溢价增资方式，向武汉低维投资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简称增资

款），本次增资完成后持有武汉低维5%的股权，其中29.2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余

下970.7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武汉低维注册资本为584.80万元。 

2、增资完成前后，各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变化如下： 

序
号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
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常海欣 210.40 37.87% 210.40 35.98% 

2 李刚辉 111.55 20.08% 111.55 19.07% 



3 郭辉 103.05 18.55% 103.05 17.62% 

4 
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0.56 23.50% 130.56 22.33% 

5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 0.00 29.24 5% 

合    计 555.56 100% 584.80 100% 

3、 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目标公司全部现有股东特此放弃其对于本次增资所享有的优先认购权，无论

该权利取得是基于法律规定、公司章程规定或任何其他事由。 

（二）股权转让 

1、增资完成后，丙方2与丙方4同意将其持有武汉低维35%的股权，依据本协

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受让协议

股权并支付相应价款。 

2、完成股权转让后，各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变化如下： 

序
号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常海欣 210.40 35.98% 210.40 35.98% 

2 李刚辉 111.55 19.07% 0.00 0.00% 

3 郭辉 103.05 17.62% 103.05 17.62% 

4 
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0.56 22.33% 37.43 6.40% 

5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24 5% 233.92 40% 

合    计 584.80 100% 584.80 100% 

3、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本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000万元，其中：

李刚辉3814万元（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为19.07%）；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3186万元（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为15.93%）。 

（1）第一期付款6000万元，其中：支付李刚辉股权转让价款3269.14万元；

支付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价款2730.86万元。

自目标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之日起10日内，甲方应将第一期付款汇至李刚辉、

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自指定的银行账户。丙方应保证

在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30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协议各方应积极



配合提供本次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要的资料文件。 

（2）第二期付款1000万元，其中：支付李刚辉股权转让价款544.86万元；支

付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价款455.14万元。自本

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10日内，甲方应将剩余股权转让款尾款汇至李刚

辉、武汉欣联辉达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自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 丙方承诺 

丙方承诺武汉低维拥有领先的石墨烯粉体制造技术。丙方违反此项承诺，甲

方有权要求丙方赔偿甲方此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时2%（对应11.696万的出资

额）的武汉低维股权。若后期武汉低维因增资扩股等原因导致注册资本发生变动，

前述赔偿2%的比例将根据最新的注册资本做相应调整。 

（四） 董事会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武汉低维设立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由股东会选举

产生。甲方有权向武汉低维董事会新增委派2名董事。 

（五）原股东与目标公司的陈述和保证 

1、原股东保证，武汉低维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合法有效，没有设置任何担保，

没有任何争议、诉讼。 

2、原股东及目标公司向投资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3、原股东及目标公司保证本协议转让之协议股权合法有效，无法律上、政策

上、或其他相关之转让限制及权利瑕疵。 

4、原股东及目标公司保证根据本协议规定全面履行转让协议股权的义务。 

5、丙方保证投资人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里记录的负债之外目标公

司没有其他任何未披露的负债和或有负债以及对外担保事项，否则由丙方按照发

生额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武汉低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六）违约责任 

1、若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陈述和保证，或者在本协议签订后不及时协助甲

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按照投资总额的20%承担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另行主张； 

2、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或未能及时履行其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陈述、

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应就其损失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范围包括守约方的直接损失、间接

损失以及因主张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定价依据 

公司在考察诸多石墨烯项目的过程中，了解到目前石墨烯项目的市场估值。

在综合市场估值以及考虑武汉低维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增资及股权

转让价格。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武汉低维拥有独立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石墨烯粉体制备技术，该技术

采用优化物理剥离法，解决了大规模、低成本、环保制备石墨烯粉体的难题，产

品导电率较高，应用领域广，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目前武汉低维已经建成50吨/

年电子级石墨烯粉体生产线，在下游石墨烯应用领域已经开发出石墨烯电热涂

料、5G散热涂料、散热片、锂电池石墨烯电子导电剂、石墨烯射频电路、石墨

烯防腐涂料、石墨烯混凝土添加剂与复合材料等应用产品，并且在光电与智能传

感器方面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石墨烯凭借其特殊的结构与性能有望在汽车、建材、化工、新能源、电子信

息、大健康、人工智能、军工等传统与新兴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应用。 

初步研究，石墨烯加入传统混凝土中，开发出的复合材料有明显的混凝土改

性效果。石墨烯混凝土添加剂的应用可能与子公司凌安科技发展方向形成一定的

协同效应，另外石墨烯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与子公司永安康健业务也

有一定协同性。公司希望通过介入石墨烯应用领域，与武汉低维的创始人共同推

动石墨烯相关产品进一步商业化，实现上市公司转型发展，迈入新的经营领域和

开拓利润增长点。 

公司涉足石墨烯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应用，行业跨度较大， 为公司转型步入高

科技新型材料行业拓展较大空间，石墨烯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武汉低维具



备较强的技术水平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商业推广还需进一步开发。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是落实转型发展的举措，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对财

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由于武汉低维相关产品还未实现规模化生产销售，本

次投资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武汉低维将及时修改公

司章程，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事项。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武汉低维出具的审计报告； 

3、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