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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根据上下文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中使用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东北制药、上市公司 指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方大钢铁 指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方大集团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 指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药集团 指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盛京金控集团 指 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方大钢铁以要约价格向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

其一致行动人、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以外的

其他股东发出的全面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收购人就本次要约收购编写的《东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收购人就本次要约收购编写的《东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履约保函 指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为收购人在本
次要约收购中约定的股份要约收购资金支付义

务所出具的《履约保函》 

要约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公司法》 指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时现行有效的《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时现行有效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17号准则》 指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时现行有效的《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

约收购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河证券、财务顾问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 指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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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 

法律意见书 

致：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方大钢铁的委托，担任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收购人的要求，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17

号准则》等现行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收购人为本次

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有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涉及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查阅了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收购人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

有关记录、资料和证明，以及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并就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向有关管理人员做了询问或与之进

行了必要的讨论，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本所仅就与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

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并未就中国以外的其他司

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进行调查，亦不就中国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述及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或中

国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时，均为按照其他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报

告或意见引述，本所经办律师对于该等非中国法律业务事项仅履行了普通人一般

注意义务。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其他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中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就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发表法律意见所依据的是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

有关事实和正式颁布实施且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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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要求收购人提供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备的和真实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收购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应是

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

件的，应与其正本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本所经核查，不存在收购人提供的材

料有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的情况；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要约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

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所同意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全部或部分的内容，但收购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由任何其他

人使用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收购人的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大钢铁成立于 1959 年 5 月 5 日，统一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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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码为 913601001583735790，住所为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东郊南钢路，法

定代表人为黄智华，注册资本为 103,533.9 万元，经营范围为钢锭（坯）、生铁、

模具、锡铁、钢板（带）、硅铁、汽车弹簧及附件、水泥、石灰石、耐材、铁矿

石冶炼、制造、加工；建筑安装、综合性服务；人力搬运、装卸；园林绿化工程；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内贸易；招待所、小型餐馆（限下属分

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房屋租赁（以上项目依

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方大钢铁的股东

情况为方大集团持股 100%。 

2．收购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1．方大钢铁的股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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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大钢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大集团持有方大钢铁100%的股权。方大集团

成立于2000年4月2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10100719656393Q，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闫奎兴，住所为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经营范围为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

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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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的股东为方

大国际持股99.20%，方铭显持股0.80%。 

（2）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威持有方大国际100%的股权，通过方大国际

间接持有方大集团99.20%的股权，通过方大集团间接控制方大钢铁100%的股权，

系方大钢铁的实际控制人。方威的基本情况如下： 

方威，男，1973年9月出生，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方大国际董事长、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大钢铁董

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大钢铁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

生变化。 

3．收购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1）根据方大钢铁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方大钢铁外，

方大集团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1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80,597.0368 40.05% 

石墨及炭素新材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

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碳纤维、特种

炭制品、高纯石墨制品、炭炭复合材料、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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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

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石墨烯及下游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制品种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餐饮服务、宾馆、住宿服务。 

2 
方大医疗（营口）有

限公司 
47,326.6333 70.00% 

医疗机构管理及相关咨询；医疗项目投资；

康复护理服务，健康信息咨询服务；生产、

销售：医疗器械（Ⅰ、Ⅱ、Ⅲ类）、药品；

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职业

技能培训；物业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货运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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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方大工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销售金属材料、非金属矿及制品、化工产品、

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 
方大养生院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 
5,100.00 10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投资管理；数据

处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5 
北京盛元鸿通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投资管理；房地产咨询、技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会议服务、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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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

有限公司 
6,800.00 100.00% 

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

（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机

械电气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橡胶制

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木材、煤炭（不

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销售、储运活动）；

技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7 东北制药 134,787.3265 24.41% 

原料药、无菌原料药、食品添加剂、饲料添

加剂、危险化学品制造，液体消毒剂制造和

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按生产许可证规定项目

及地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医药中间体副

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

品制造，医药新产品开发、技术咨询服务、

成果转让，污水处理、环保技术服务、环保

技术咨询，金属材料销售，厂房、设备租赁，

包装材料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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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357,142.857143 44.47% 

一般项目：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建筑劳务

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危险废物经营，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货物进出口，保税物流中心

经营，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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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冶金专用设备制造，隧道施工专用

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矿山机械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

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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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建筑材料生产

专用机械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炼油、

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矿

物洗选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模具制造，

淬火加工，模具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线、电缆经

营，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装卸搬

运，工程管理服务，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金属工具制造，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齿轮及齿轮

减、变速箱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

造，汽车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金属结构制造，电容

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选矿，金属链条及其

他金属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

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建筑装饰、

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

有色金属铸造，黑色金属铸造，喷涂加工，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水轮机及辅机制造，金

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铸造

机械制造，通用设备修理，金属制品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

物料搬运装备制造，液力动力机械及元件制

造，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烘炉、熔炉

及电炉制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通用零部

件制造，金属密封件制造，紧固件制造，弹

簧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制造，物业管理，居民日常生活服

务，通讯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陆地管

道运输，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农

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农业机械制造，拖拉

机制造，营林及木竹采伐机械制造，畜牧机

械制造，渔业机械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

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高铁设备、

配件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摩托车

零配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气信

号设备装置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非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对外承包工程，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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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电子过磅服务，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运输设备

租赁服务，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金属矿石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

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

设工程设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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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1,571.8940 38.34%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生产，食品经营，

保健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零售，烟草制品零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诊

所服务，医疗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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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

化妆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

包销售，钟表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办公用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家用电器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销售，通讯设备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装卸搬运，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康复辅具

适配服务，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初

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汽车新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

配件零售，二手车经销，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销售代理，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健康咨询服

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用口罩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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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医用口罩批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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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天津一商集团有限

公司 
134,911.6848 70.35% 

一般项目：销售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科技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装卸搬 

运；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日用产品修理。许可项目：房地

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代理；烟草制品零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11 
海南方大航空发展

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实

际控股

100%） 

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服务；

民用航空器维修；民用机场经营；民用航空

器驾驶员培训；从事两国政府间航空运输协

定或者有关协议规定的经营性业务活动；民

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民用航

空油料储运及加注油服务；民用航空油料检

测服务；民用航空器零部件制造；民用航空

维修技术培训；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旅游业务；餐饮服务；营利性

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保税物流中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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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货

物打包服务；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标器

材及相关装置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航

空商务服务；民用航空材料销售；旅客票务

代理；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采购代理服务；

融资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

理；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

材料技术研发；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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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威直接控制的存续企业

如下： 

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 

1 方大国际 10,000.00 1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

金属制品、电工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焦碳、矿粉（除金银）、石灰

石、冶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橡胶制品、仪器仪

表、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1、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三）收购人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东北制药股票的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方大钢铁 188,338,691 13.9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 方大集团 329,068,713 24.4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方威 3,408,964 0.2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黄成仁 2,220,100 0.16% 
1,665,075股限售股 

555,025股非限售股 

5 敖新华 2,220,100 0.16% 
1,665,075股限售股 

555,025股非限售股 

合计 525,256,568 38.97% - 

注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大钢铁受让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所

持的东北制药股份尚未完成过户手续，方大钢铁持股数量尚未包括相应股份数

量。若完成过户，方大钢铁的持股比例将达到 32.88%。 

方大集团为方大钢铁控股股东，方威为方大钢铁实际控制人，黄成仁和敖新

华为方大钢铁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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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的说明 

方大钢铁主要从事螺纹钢、线材、汽车钢板弹簧、扭杆弹簧、圆簧、弹簧扁

钢、建筑钢材、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同时涵盖中厚板、

螺纹钢筋、高速线材、小型材等多系列多规格产品。 

方大钢铁合并口径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总资产 7,741,825.35 6,579,159.47 5,529,746.50 3,784,602.10 

总负债 3,733,356.43 2,767,041.99 2,552,879.02 1,345,601.69 

净资产 4,008,468.92 3,812,117.48 2,976,867.48 2,439,000.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1,950,122.56 1,857,861.37 1,482,566.64 1,178,981.57 

资产负债率 48.22% 42.06% 46.17% 35.55%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183,358.41 8,292,333.96 7,845,838.04 6,339,809.77 

营业成本 1,875,269.88 7,113,894.75 6,572,795.81 4,628,735.78 

利润总额 259,146.99 1,032,425.38 970,583.53 1,359,506.81 

净利润 205,607.76 789,991.70 726,695.81 1,026,893.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100,885.09 418,762.56 447,105.34 503,17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0,626.41 968,004.73 317,826.82 1,273,558.55 

净资产收益率 5.13% 20.72% 24.41% 42.10% 

注：1.2018 年-2020 年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方大钢铁 2020 年 3 月收购方大集团、方大国际持有的辽宁方大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同一控制下合并。由于同一控制下合并，方大钢铁 2020

年审计报告追溯调整了 2019 年同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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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近五年发生的标的金额为 1,000 万元

以上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如下： 

收购人作为原告诉被告云南天利铸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被告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收购人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诉至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作出（2014）洪民二初字第 9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云南天利铸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江西方大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货款本金 1,828.49903 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2014 年 12 月 1

日前为 100 万元；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付清款止，以 1,828.49903 万元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 6%计算）；二、被告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公司对本判

决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对本判

决第一项内容在 21,000,006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对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债权，原告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文工商抵登字（2014）003 号动产抵押登记书中的抵押物

清单中所列物品）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 4,600 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五、被告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公司承担担保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云南天利铸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六、驳回原告江西方大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文山市金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不服上述（2014）洪民二初字第 913 号民事判

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3 日

作出（2018）赣民终 2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收购人于 2018 年 11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执行回款 35 万余元，仍

处于法院执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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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董事 

1 黄智华 中国 董事长 中国 否 

2 方威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3 闫奎兴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4 黄成仁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5 唐贵林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6 敖新华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7 徐志新 中国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否 

8 谭兆春 中国 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否 

9 居琪萍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10 刘一男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11 常健 中国 董事 中国 否 

监事 

1 尹晔珠 中国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否 

2 陈舒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3 马卓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4 张丹丹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5 胡彩旗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6 胡兆贵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7 颜军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高级管理人员（除担任董事以外的人员） 

1 简鹏 中国 资产管理总监 中国 否 

2 尹爱国 中国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否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

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亦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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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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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方式 

1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516.SH 
方大集团直接持股 40.05%；方威直接持股

0.49% 

2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507.SH 

方大钢铁直接持股 36.31%；方大钢铁通过

江西汽车板簧持股 8.16%；方威直接持股

6.39% 

3 东北制药 000597.SZ 
方大集团直接持股 24.41%；方大钢铁直接

持股 13.97%；方威直接持股 0.25% 

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00715.SZ 

方大集团直接持股 38.34%；方威直接持股

0.90% 

5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00231.SH 
方大集团通过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持

股 11.01%；方威直接持股 0.27% 

6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000420.SZ 
方大集团通过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14.77%；方威直接持股 0.59% 

7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885.HK 
方大集团通过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10.09% 

8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190.HK 

方大集团通过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5.65%，通过江西萍钢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45% 

（八）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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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

金融机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机构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方式 

1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190.HK 
方大集团通过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65%，通过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45%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15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系方大钢铁受让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持有的东北制药全部

股份而触发。 

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于 2021 年 6 月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其

持有的东北制药全部股份受让方，转让的股份为 254,865,083 股，占东北制药总

股本的 18.91%（东药集团转让所持东北制药股份 210,838,084 股，占东北制药总

股本的 15.64%；盛京金控集团转让所持东北制药股份 44,026,999 股，占东北制

药总股本的 3.27%）。2021 年 7 月 3 日，方大钢铁成为股份最终受让方，并于 2021

年 7 月 4 日与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转让前，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合计持有东北制药 525,256,568 股

股份，占东北制药股份总数的 38.97%，持股比例超过 30%。本次转让完成后，

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东北制药 780,121,651 股股份，占东北制药股

份总数的 57.88%。 

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方大钢铁需履行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因此，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上述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并不以

终止东北制药上市地位为目的，东北制药控制权不会因本次要约收购而发生变

化。 

（二）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排

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或其他手段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行动人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拟增持或处置东北制药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收购人本次收购的目的及收购

人在本次收购后未来十二个月对东北制药的增持或处置计划为真实意思表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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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批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收购已履行了如下批准及决策程序： 

2021 年 6 月 25 日，方大钢铁的股东方大集团作出如下决定：1.同意方大钢

铁参与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公开征集其持有的东北制药全部股份受让方项

目。2.如果方大钢铁成为上述股份受让方，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

宜。 

2021 年 7 月 3 日，方大钢铁成为最终受让方，并于 2021 年 7 月 4 日与东药

集团、盛京金控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021 年 7 月 4 日，方大钢铁的董事会作出决定，通过本次要约收购方案及

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收购的相关方已履行了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决策等法定程序。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方案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1. 被收购公司名称：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东北制药 

3.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0597.SZ 

4. 收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药集团、盛京

金控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东北制药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3 547,352,299 40.61%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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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

行相应调整。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4.93 元/股。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

其计算基础如下： 

1．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内，东北制

药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4.93 元/股。 

2．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于 2021

年 7 月 4 日协议受让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所持有的东北制药股份，受让价格

为 4.91 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 4.93 元/股不低于上述两个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定要求。 

（三）本次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按要约价格 4.93 元 /股计算，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2,698,446,834.07 元，收购人方大钢铁已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九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为本次要约收购中约定的股份要约收购资金支付义务所

出具的《履约保函》（保函金额 27 亿元），作为履约保证手续。要约收购期满，

方大钢铁将根据实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

划至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

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续。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方大钢铁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的情形，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方大钢铁已出具《关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的声

明》，明确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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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规定。 

2.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

方的情形。 

3. 本公司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 

4. 本公司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本公司将根据中登公司

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

收购要约。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已经对本次要约收购所需价款出具保

函。”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作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函出具

银行，就相关事项声明如下：如收购要约期限届满，收购人不按照约定支付收购

价款或者购买预受股份的，本银行将在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书面通知后三日内，无条件在保函保证金额内代为履行付款义务。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起

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止。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2021 年 9

月 16 日、2021 年 9 月 17 日、2021 年 9 月 22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

的接受。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查询

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东北制药除方大钢铁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药集团、盛京

金控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要约收购的方案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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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则。 

五、收购资金来源 

（一）收购资金来源 

按要约价格 4.93 元 /股计算，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2,698,446,834.07 元，收购人方大钢铁已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九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为本次要约收购中约定的股份要约收购资金支付义务所

出具的《履约保函》（保函金额 27 亿元），作为履约保证手续。要约收购期满，

方大钢铁将根据实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

划至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

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续。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于方大钢铁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的情形，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综上，方大钢铁已就履行本次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相应必要安排，

具备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影响收购人支付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收购资

金的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

要约。 

（二）收购人声明 

方大钢铁就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做如下声明： 

“1．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规定。 

2．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

方的情形。 

3．本公司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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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4. 本公司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本公司将根据中登公司

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

收购要约。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已经对本次要约收购所需价款出具保

函。” 

（三）出具保函的银行声明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东支行作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函出具

银行，就相关事项声明如下：如收购要约期限届满，收购人不按照约定支付收购

价款或者购买预受股份的，本银行将在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书面通知后三日内，无条件在保函保证金额内代为履行付款义务。 

综上，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方大钢铁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中的披露及收购人的说明，收购人在本次要约收购

完成后的后续计划如下： 

（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时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

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根

据上市公司后续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资产、业务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时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

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收

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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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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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选举董事、监

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

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变化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

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

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以后若由于实际经营需要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

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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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收

购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及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

构，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和持续盈利的能力，上市公司在采购、生产、

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继续保持独立。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就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承诺如下： 

1．保证东北制药人员独立 

（1）本公司/本人保证东北制药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东北制药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本公司/本人保证东北制药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

系，且该等体系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东北制药资产独立完整 

本公司/本人维护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和完整性，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不侵害上市公司对其法人财

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3．保证东北制药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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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业等关联企业不与东北制药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3）保证不干涉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本人不违法干预东北制

药的资金使用。 

4．保证东北制药机构独立 

本公司/本人支持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业务经营部门或其他机构及其

人员的独立依法运作，不通过行使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

以外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机构的设立、调整或者撤销，或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和其他机构及其人员行使职权进行限制或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 

5．保证东北制药业务独立 

（1）保证东北制药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东北制药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3）保证本公司/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东北制药的业务活

动。 

（二）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 

1．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制剂等医药产品；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与上市公司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要约收购前，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存在竞争关系。要约收

购完成后不会导致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就避免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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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本人

及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亦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

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2）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本人应

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如上市公司作出

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本公司/本人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上市公

司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答复，则视为放弃该商业机会。  

（3）本公司/本人保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章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平等地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关联交易 

2019 年以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东北制药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之“（一）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次要约收购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要约收

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继

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依据充分、合理，确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就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

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

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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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本人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东北制药《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在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如在此期间出现因本

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本人将依法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及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同业竞争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八、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相关交易情况如下： 

1．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的情况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交易内容 
2021 年 1-5 月（万元） 2020 年（万元） 2019 年（万元） 

销售商品 256.74 922.18 1,752.41 

提供租赁 15.56 28.40 22.00 

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的情况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交易内容 
2021 年 1-5 月（万元） 2020 年（万元） 2019 年（万元） 

采购商品 2,056.31 4,036.13 3,115.56 

接受劳务 1.74 0.48 0.35 

3．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交易情况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交易内容 
2021 年 1-5 月（万元） 2020 年（万元） 2019 年（万元） 

共同投资 1
 - 2,400.00 - 

注 1：2020 年 4 月，收购人控制的企业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与东北制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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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九间棚刘家峡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东乡族自治县东沃农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同投资设立甘

肃方大九间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中，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出资 2,400.00

万元，持股比例 24.00%，2020 年完成实缴。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

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安排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协议、默契或安排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九、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 525,256,568 股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8.97%。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方大钢铁 1
 188,338,691 13.9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 方大集团 329,068,713 24.4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方威 3,408,964 0.2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黄成仁 2,220,100 0.16% 
1,665,075 股限售股 

555,025 股非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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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5 敖新华 2,220,100 0.16% 
1,665,075 股限售股 

555,025 股非限售股 

合计 525,256,568 38.97% - 

注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方大钢铁受让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所

持的东北制药股份尚未完成过户手续，方大钢铁持股数量尚未包括相应股份数

量。 

2021 年 7 月 4 日，方大钢铁与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受让东药集团、盛京金控集团所持的东北制药股份。除此之外，在《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方大钢铁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方大钢铁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直系亲属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或关系 持股数量（股） 股份性质 
占上市公司股份比 

例 

方威 收购人董事 3,408,96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25% 

黄成仁 收购人董事 2,220,100 
1,665,075股限售股  

555,025股非限售股  
0.16% 

敖新华 收购人董事 2,220,100 
1,665,075股限售股  

555,025股非限售股  
0.16% 

（三）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况 

方大钢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公告之日前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收购人就东北制药股份的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

方面与他人存在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就东北制药股份的转让、质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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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销等方面与他人有其他安排的情形。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方大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32,891.64 万股，占东北制药总

股本比例为 24.40%。 

十、参与本次要约收购的专业机构 

（一）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聘请的财务顾问为银河证券，法律顾问为本所。 

（二）根据银河证券确认，银河证券与收购人、东北制药以及本次要约收购

行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顾问、本所与收购人、东北制药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收购

管理办法》和《17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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