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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划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划转概述 

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完善及优化公司现有经营业务和产业结构，推动各业务

板块加速均衡发展，强化整体协同作用，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现代中药业务与化学合成药业务板块实施内部整合，

将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恒益”）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余良卿”）

持有。划转完成后，安科恒益成为安科余良卿的全资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孙

公司。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合并范围内公司股权的划转，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

化。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股权划转的相关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股权划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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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划转事项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二、划转各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 

公司名称：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礼华 

注册资本：1,638,465,558 元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高新区海关路 K-1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0 年 0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

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具用品零售；

文具用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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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药物临床试验服务；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化妆品生产；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

售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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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50,487.89 368,736.11 

负债总额 57,629.07 59,967.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3,574.03 298,517.10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70,141.72 154,739.82 

利润总额 41,613.89 50,228.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5,895.54 42,937.75 

说明：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9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二）划入方 

公司名称：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新文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住    所：安徽省安庆市开发区迎宾路 333 号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5 年 10 月 23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安科余良卿 100%股权 

经营范围：橡胶膏剂、膏药、软膏剂、酊剂、合剂（口服液）、硬胶囊剂、

颗粒剂，贴剂、口服溶液剂、糖浆剂、煎膏剂（膏滋）、凝胶贴膏剂型生产、加

工及销售；一类：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06 口腔科手术器

械，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经营；汽车运输（限本企业产品）、医药技术及进

料加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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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酒类、饮料和精制茶、花草茶、消毒用品、日用化学品（不含危

化品）、文化体育用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含网上销售）；中成药、中药

饮片、医疗器械、西药、保健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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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8,029.05 46,302.49 

负债总额 16,522.42 22,249.97 

股东权益 21,506.63 24,052.52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45,705.50 36,181.16 

营业利润 4,668.66 2,917.13 

净利润 3,947.52 2,545.89 

说明：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9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方 

公司名称：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建平 

注册资本：3,800 万元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新城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1 年 02 月 11 日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安科恒益 100%股权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颗粒剂（含头孢菌素类、

青霉素类）、片剂（含头孢菌素类、抗肿瘤类）、散剂、滴丸剂、原料药制造、销

售，中药前处理、提取，与公司生产、科研相关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表仪

器与零部件的进口，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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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714.27 10,950.02 

负债总额 3,781.37 3,552.57 

股东权益 6,932.90 7,397.45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2,833.87 9,232.58 

营业利润 898.22 391.37 

净利润 887.11 464.56 

说明：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9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划转方案 

1、划转方式：本次划转前，公司持有安科恒益 100%股权，公司持有安科余

良卿 100%股权。公司将所持有的安科恒益 100%股权以划转日的账面净值划转给

安科余良卿，本次划转不涉及支付对价，公司未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本

次股权划转后，安科恒益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安科余良卿的全资子公司，

安科余良卿持有安科恒益 100%股权。 



划转前股权结构： 

 

 

 

 

 

 

划转后股权结构：  

 

 

 

 

 

 

 

 

2、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安科恒益的人员安置变动，安科恒益继续维持原有

经营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不变。 

四、本次划转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划转的目的 

1、符合集团公司发展战略布局安排 

公司坚持以生物医药为龙头，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以生物医药为主轴、

以中西药物、精准医疗为两翼的“一主两翼”协同发展的横向一体化战略。本次

股权划转实质是将安科余良卿与安科恒益进行整合，进一步理顺公司业务发展架

构，突出主业，并带动各业务板块加速均衡发展，增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各优

质资产的整体估值。 

2、充分发挥业务协同作用 

本次整合，有利于结合安科余良卿与安科恒益的领域优势，推进安科余良卿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 

持股 100% 

持股 100% 



在化学药物、透皮吸收等新型贴膏剂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推动公司中西药版块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此外，本次整合有利于推进安科余良卿与安科恒益大健康

产品的开发工作，有利于在安科余良卿大健康产业平台的资源共享，发挥协同作

用以推动大健康产品业务的快速发展。 

3、推进安科余良卿高质量发展 

本次股权划转后，有利于优化安科余良卿的资产结构和产品架构，提高安科

余良卿的合并权益，从而进一步提升安科余良卿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抗风

险能力，对安科余良卿高质量发展及未来发展规划具有积极作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划转事项为公司内部股权划转，不涉及支付对价。本次股权划转增加了

安科余良卿的合并权益，但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合并权益

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日常经营亦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事项说明 

1、安科恒益股权划转至安科余良卿后，安科恒益管理层将一同参与安科余

良卿的股权激励。 

2、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用以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安

科生物：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用以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8）），公司拟转让安科余良卿部分股权用于向安科余良卿管理层及

核心骨干实施股权激励。目前安科余良卿公司股权激励事项尚未正式实施。 

鉴于整合后的安科余良卿合并权益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有所增加，以及激励

对象范围进行调整，因此，原安科余良卿股权激励方案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股权激励方案将更加符合公司整体“聚焦主业、激发活力”的经营

方针，更有利于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公司将及时根据该激励事项的进展状况，再次召开公司董事会审议安科余良卿股

权激励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