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1-040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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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景峰医药”）于2021年5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江苏璟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1%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参股公司江苏璟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下称“江苏璟

泽”）1%的股权（下称“标的股权”）作价1,500万元转让给杭州碳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杭州碳和投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继续

持有江苏璟泽的11.9134%股权。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杭州碳和投

资签署《关于江苏璟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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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计本次交易金额，公司出售江苏璟泽股权相关的同类交易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

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且已经董事

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碳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KGDKX96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 5月 18日 

认缴出资额：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主要经营场所：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 号 65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誉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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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结构：普通合伙人为誉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其认缴出资额占

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为 3.33%；有限合伙人范燕芳、方嵘，认缴出资额占认缴出

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0.00%和 36.67%。 

实际控制人：郑郁 

杭州碳和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杭州碳和投资成立不足一年，其普通合伙人誉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年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10,548,835.53 5,925,839.60 3,688,207.44 -1,198,902.31 

通过登录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杭州碳和投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江苏璟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MA1X7K212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南通市海门区临江镇洞庭湖路100号B6楼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0日 

注册资本：2,469.72222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彭红卫 

营业范围：生物药品研发；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医疗器械经营；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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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彭红卫 9,803,762.85 39.6958% 货币 

2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189,257.99 12.9134% 货币 

3 上海康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40,000.00 11.9042% 货币 

4 成都盈创泰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1,000.00 3.7697% 货币 

5 南通蓝湾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2,881.94 2.8865% 货币 

6 北京龙脉得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38,813.54 1.3719% 货币 

7 深圳市倚锋九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5,152.78 1.1546% 货币 

8 杭州金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152.78 1.1546% 货币 

9 
合肥中合安科生物医疗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55,458.33 3.4638% 货币 

10 成都景泽众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25,000.00 6.1748% 货币 

11 嘉兴优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2147% 货币 

12 杜彦 60,000.00 0.2429% 货币 

13 广州明鸿科富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152.78 1.1546% 货币 

14 合肥科讯连山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469.14 1.0263% 货币 

15 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1,893.15 5.4334% 货币 

16 嘉兴楹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185.73 0.1222% 货币 

17 上海鸿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6,972.22 1.0000% 货币 

18 嘉兴竹玉才志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5,810.19 0.8333% 货币 

19 合肥中合欧普医疗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3,944.44 2.0000% 货币 

20 厦门瀚思博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504.17 1.6500% 货币 

21 嘉兴楹联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5,810.19 0.8333% 货币 

合计 24,697,222.22 100% -- 

江苏璟泽的运营情况及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公司主要从事辅助生殖、眼科与肿瘤领域的药物研发与生产。其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21,736.47 16,529.89 

负债总额 598.24 17.12 

应收账款 0 0 

净资产 21,138.23 16,512.77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3,736.85 -5,271.23 

净利润 -3,174.54 -5,47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7.68 -6,318.49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

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江苏璟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确定，上

述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景峰医药将于2021年5月25日与杭州碳和投资签署《关于江苏璟泽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受让方）：杭州碳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转让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成交金额：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1,500万元人民币 

2、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3、付款安排： 

3.1 除非取得受让方的书面豁免，受让方向景峰医药支付股权转让款

1,500万元应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为前提： 

3.1.1 江苏璟泽及景峰医药已同意促成江苏璟泽的现有股东放弃本次股权



转让交易的优先购买权、优先出售权，并完成相关文件的签署； 

3.1.2 景峰医药转让给受让方的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认缴出资246,972.22元

已全部实缴到位，受让方不负有任何补缴出资的义务； 

3.1.3 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中国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

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协议

项下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

或禁令； 

3.1.4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标的股权上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且景

峰医药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障碍及限制； 

3.1.5 在交割日前，不存在且没有发生对江苏璟泽的资产、财务结构、负

债、技术、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它情况； 

3.1.6 在交割日前，景峰医药已经以书面方式向受让方充分、真实、完整

地披露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事实； 

3.1.7 在交割日前，江苏璟泽、景峰医药对受让方的所有陈述、承诺和保

证（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附件一中的陈述、承诺、声明与保证）均为真实、有效、

准确和完整的。 

除受让方书面豁免的先决条件之外，景峰医药应最晚于2021年5月25日向受

让方提交本协议第3.1条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证明文件。 

3.2 在收到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证明文件后，受让方（或者其指定

方誉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应于2021年5月28日（含当日）

之前支付意向金300万元人民币（意向金直接作为股权转让款使用），剩余1,200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应在2021年6月16日（含当日）之前一次性向景峰医药支

付。 

4、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协议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5、交易定价依据：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6、标的股权的交割： 

在遵守协议各项条款和各项条件的前提下，协议所述交割日系为工商登记机

关就标的股权的股东变更为受让方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受让方根据需要



向转让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江苏璟泽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本

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同类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

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计算相应数额，本次

交易前十二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累计发生江苏璟泽相关的同类交易金额

为1.458亿元，未超过该类交易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有效盘活资产，根

据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公司进行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

易预计将增加2021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400万元，最终收益确认情

况以审计结果为准。 

经公司查询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杭州碳和投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结

合交易对方提供的资信证明等文件，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具备股权转让款项支付

能力。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拟出售参股公司江苏璟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1%的股权，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公司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之独立董事意见书；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