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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

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新工集团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其间接控股子公

司南药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南京医药241,811,21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比

23.22%，加之本次收购前新工集团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8.22%股份，合计持股比

例达31.44%，实现对南京医药的收购。本次收购已经新工集团宁新工董[2021]30

号董事会审议通过。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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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新工集团、收购人 指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医药、上市公

司 
指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13） 

南京市国资委 指 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南药集团 指 

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收购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

控股的主体 

本次收购、本次无

偿划转 
指 

收购人取得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京医药

241,811,214股股份、对应持股比例23.22%，从而持有的南京医

药股份合计327,453,518股股份、对应持股比例31.44% 

《国有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 
指 

新工集团、南药集团就本次收购签署于2021年6月23日签署的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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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65 号 

法定代表人：王雪根 

注册资本：417,352.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71347443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新型工业化项目投资、运营；风险投资；实业投资；资产运

营、资本运作、不良资产处置；资产委托经营；企业咨询；项目开发；物业管

理；财务顾问。 

营业期限：2008 年 4 月 29 日至******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65 号 

联系电话：025-89698630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南京市国资委持有新工集团 90%的股权，为新工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注：根据南京市国资委及南京市财政局《关于划转新工集团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金的通知》(宁财企〔2020〕441 号)，南京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新工集团 10%股权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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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江苏省财政厅，江苏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受江苏省财政厅委托，作为承接主体对划转的国

有股权进行专户管理 

三、收购人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新工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要一级企业及其

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主要业务 

1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等 

2 
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新兴产业项目投资及管理；与上述经营项目相关

的投资咨询、技术咨询 

3 
南京新工并购股权投资基金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服务 

4 
南京新颐健康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医疗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单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停车场服务 

5 
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实业投资；房屋租赁 

6 江苏宝庆珠宝有限公司 
金制品、银制品、铂金制品、珠宝首饰、投资金、

银条加工、销售等 

7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科技创新园投资、建设及管

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科技信息咨询 

8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制造和医康养服务 

9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化纤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10 南京先正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销售 

11 
南京机床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数控机床、齿轮机床、专用机床、普通机床 

12 南京化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及其他受托资产的运作，

经营；投融资 

13 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及其他受托资产运作、经

营；投融资；资产重组；机械、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成套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服务 

14 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及其收益，

投融资；资产重组；轻纺产品的生产、设计、制

造、销售、安装、服务 

15 南京新工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自有房屋、设备租赁；代收水电费等 

16 
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医疗产业投资 

17 南京市金盾押运护卫中心 
门卫、巡逻、守护（含武装守护）、押运（含武装

押运） 

18 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互联网安全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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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保通电讯公司 
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计算机信息应用技术的

研发、销售；安防及土建工程； 

20 南京大连山工艺品厂 
卷烟、雪茄烟零售；旅游、纺织用品的加工与销

售 

四、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

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新工集团是南京市市属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肩负着重大和重要的产业发展项

目融资并进行先导性投资，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承担着市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资产保值增值和维护稳定等重要责任。目

前，收购人主营业务板块分为医药业务、机电业务、化纤业务、珠宝业务和其他

业务。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新工集团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均由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计，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分别出具了“天职业审〔2019〕7714 号”、“天职业审〔2020〕23096 号”和“天

职业审〔2021〕2673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收购人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246,321.45  7,476,813.48  6,832,835.96  

所有者权益 3,599,300.81  3,296,131.99  3,000,833.70  

资产负债率 56.35% 55.92% 56.08%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4,848,349.95 4,600,142.87 4,018,337.86 

营业收入 4,848,349.95 4,600,142.87 4,018,337.86 

营业成本 4,450,976.43 4,105,310.28 3,548,183.24 

净利润 145,154.96 111,548.20 133,234.64 

净资产收益率 4.21% 3.54%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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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新工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王雪根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吴启宁 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 中国 南京 否 

洪磊 董事 中国 南京 否 

殷建新 董事 中国 南京 否 

徐家明 董事 中国 南京 否 

骆敏舟 董事 中国 南京 否 

邢文范 职工监事 中国 南京 否 

虞雪清 职工监事 中国 南京 否 

陆志虹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姚兆年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陈翀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杨鹏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中国 南京 否 

王成君 副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洪薇 党委委员、总经济师 中国 南京 否 

肖玲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中国 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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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方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直接或间接持股 5%以上

的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备注 

1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陵药业 000919.SZ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45.23% 

2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化纤 600889.SH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35.41% 

3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冠捷科技 000727.SZ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10.79% 

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 601990.SH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6.47% 

5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 600282.SH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11.51%（新工集

团持有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9%

股权，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40%股

权；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直

接和间接控制南京钢铁 58.70%股

份） 

八、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持股 5%以上股权的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备注 

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6.47% 

2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新工集团持股比例 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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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为加强新工集团对下属上市公司及重点企业的管控体系建设，理

顺股权结构，压缩管理层级，提高决策效率，实行集团人、财、物集中管理，增

强集团发展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而进行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工集团将直接持有南京医药相关股份，有利于新工集团

加大对南京医药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南京医药做强做大。 

二、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21 年 6 月 18 日，新工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宁新工董[2021]30 号

决议，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南药集团所持有的南京医药 241,811,214 股流通

股股份，占南京医药总股本的 23.22%。 

2、2021 年 6 月 23 日，南药集团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南药集团所持

有的南京医药 241,811,214 股流通股股份，占南京医药总股本的 23.22%，无偿划

转至新工集团持有。 

3、2021 年 6 月 23 日，收购方新工集团与南药集团签署《国有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 

（三）收购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制定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

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如果收购人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进行前

述安排，则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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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新工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85,642,304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8.22%股权；通过间接控股子公司南药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241,811,214 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 23.22%。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南药集团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收购方新工集团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南京医药合计 327,453,518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1.44%。收

购完成后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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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工集团与南药集团签署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南药集团将其

持有的南京医药的全部股权无偿划转给新工集团，导致新工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

司合计 327,453,518 股股份（持股比例 31.44%），从而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收购。 

三、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划出方”） 

乙方：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划入方”） 

（一）被划转企业的基本情况 

南京医药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25 日，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250015862U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A 幢 

法定代表人：周建军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注册资本：104,161.124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 年 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包含中药批发、西药批发）；药品零售（包含中药零

售、西药零售）、医疗器械（包含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药事管理服务；

药品质量监控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道路运输、普通货

物运输、货运代理；会议、展览展示及相关服务；仓储服务；百货、五金交电、

日杂洗化用品、消毒产品、化妆品、劳保用品、眼镜及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

配件、工程机械、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子产品、照相器材、摄影

器材、针纺织品、玻璃仪器、服装鞋帽销售；提供劳务服务；室内装饰服务；物

业管理；房屋出租、维修；汽车租赁；装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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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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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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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1、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为划出方所持有的南京医药 241,811,214 股流通股股

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南京医药总股本的 23.22%。 

2、本次无偿划转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划转基准日。 

3、被划转企业维持原经营模式不变，不涉及对被划转企业的职工分流安置，

不涉及对被划转企业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 

4. 双方共同确认，标的股份所对应 2020 年度的股息、分红等收益全部归属

于划出方所有。 

（三）承诺与保证 

甲方承诺并保证： 

1、甲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权利，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

存在质押、担保、冻结、托管或其他形式的权利负担。 

2、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本次无偿划转所需完成的各项工作，以保证本次无偿

划转依法顺利进行。 

3、标的股份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变更登记后，甲方将继续在

各方面支持被划转企业的发展。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由双方盖章，并由经双方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未生效以前，划

转双方不得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本协议。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南药集团持有的

241,811,214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23.22%）全部为流通股，不存在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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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

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系南药集团将其持有的南京医药全部股权无偿划转给其间接

控股股东新工集团，导致新工集团直接有上市公司合计 327,453,518 股股份（持

股比例 31.44%），成为南京医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南京市国资委，未导

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属于《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之“一、收购

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之“四、被

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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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王雪根 

                                 

 

 

 

 

 

 

 

 

 

收购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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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王雪根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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