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38              证券简称：晨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1—162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其他股东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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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子公司其他股东部分股权并向其增资的议案》， 

综合考虑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河北晨光天润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天润制药”）

发展战略目标、其他股东情况，为了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经协商：拟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河北晨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药业”）以自有资金 124.68

万元收购天润制药其他股东闫龙祥先生及赵社彬先生合计持有天润制药的 10%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晨光药业将持有天润制药 89%股权。同时，由晨光药业向

天润制药增资 4,8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晨光药业将持有天润制药 95%股权，闫

龙祥先生持有天润制药 5%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并增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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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1、河北晨光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海超 

注册资本：1900万元 

住    所：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毛遂大街 9 号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水蜜丸）的生产、销售；药品

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药品的销售（凭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经营）；



 

 

中草药种植（不含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 

晨光药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天润制药79%股权。 

晨光药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1 年 11 月 30日或

2021 年 1-11月 

2020 年 12 月 31日或

2020 年 1-12月 

资产总额（万元） 4,061.01 3,235.13 

负债总额（万元） 2,519.20 1,452.02 

所有者权益（万元） 1,541.81 1,783.11 

营业收入（万元） 6.48 - 

利润总额（万元） -241.30 -108.13 

净利润（万元） -241.30 -108.13 

2、闫龙祥，男，汉族，身份证号：1321251963*******，河北省邯郸市鸡泽

县人，现任河北九天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河北晨光天润制药有

限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持有天润制药 20%股权，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赵社彬, 男，汉族，身份证号：1321251974*******，河北省邯郸市鸡泽

县人，持有天润制药 1%股权，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    称：河北晨光天润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龙祥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住    所：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经济开发区紫阳道 6 号 

经营范围：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除

外）的生产和销售；医药新产品的技术研发与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 

交易方式及内容：晨光药业通过收购天润制药其他股东股权并向其增资的方

式增加对天润制药的投资。 



 

 

（1）天润制药股东闫龙祥先生将所持有的天润制药 360万元股权以 124.68

万元转让给晨光药业（前述 360万元股权实缴金额为 124.68 万元，其他 235.32

万元股权未实缴）；赵社彬将所持有的天润制药 40 万元股权以 0元的价格转让

给晨光药业（前述 40万元股权未实缴）。交易完成后晨光药业持股比例变更为

89%，闫龙祥先生持股比例变更为 11%。 

（2）公司通过晨光药业向天润制药增资 4,8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晨光药

业持有天润制药 95%股权，闫龙祥先生持有天润制药 5%股权。 

股权转让及增资前后天润制药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股权转让及增资前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河北晨光药业有限公司   3,160.00  79.00%  8,360.00  95.00% 

闫龙祥     800.00  20.00%    440.00  5.00% 

赵社彬      40.00  1.00% - - 

合计   4,000.00  100.00% 8,800.00 100.00% 

天润制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1 年 11 月 30日或

2021 年 1-11月 

2020 年 12 月 31日或

2020 年 1-12月 

资产总额（万元） 8,853.86 2,795.37 

负债总额（万元） 5,364.79 146.36 

所有者权益（万元） 3,489.08 2,649.01 

营业收入（万元） 7.16 - 

利润总额（万元） -164.62 -66.14 

净利润（万元） -164.62 -66.14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晨光药业（甲方）有意受让闫龙祥（乙方）和赵社彬（丙方）持有天润制药

（标的公司）的部分股权，乙方、丙方同意甲方受让乙方部分股权，受让丙方全

部股权。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

成一致。 

1、乙方向甲方转让其持有标的公司的 360 万股权，丙方向甲方转让其持有

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 



 

 

甲方受让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124.683544 万股权（已实缴）的价格为人民币

124.683544 万元；受让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235.316456 万股权（未实缴）的价格

为人民币 0元。 

受让丙方持有标的公司的 40 万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0元（未实缴出资）。 

2、自本协议生效并完成股权变更之日起，乙方、丙方不再享有本次转让标

的股权在标的公司的权利，也不承担义务，甲方和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后的出资比

例享有及承担相应的权利及义务。 

3、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定期向股东会汇报本阶段公司经营情况；若标的公司

出现经营资金不足的情况时，各方应按认缴出资比例完成实缴出资，若认缴出资

额已支付完毕，则各方需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向标的公司提供借款。 

4、标的公司的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和承担亏损：（1）利润分

配应当有利于项目的建设进程及长远发展，各方分配的利润须先用于补充其未实

缴的注册资本。（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公司每月 5日前将公司累计经营

损益总额（以“账面利润+库存利润”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不包含分红）进行

核算，若累计亏损达到实缴资金的 50%，则财务负责人员应于 3日内通知各股东。

若标的公司经营损益总额为负值，且乙方需承担的亏损总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

50%时，则该方应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以标的公司亏损后的账面净资

产计算股权价值）转让给甲方（其他方须同意上述约定）；或者该方向标的公司

补充与其应承担亏损金额相同的流动资金（通知后的一个月内完成）；或者采用

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办法。（3）当对标的公司进行清算时，若清算价值为正值，

则按照各方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清算；若清算价值为负值，则按照认缴出资比例

进行清算。 

5、股东之间分歧的解决方案：重大事项由股东会决定；甲、乙方股东一致

同意建立一个公平的股东退出机制，未来如果各方股东无法就重大事项达成一致

的，按照如下规则处理：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股权；各股东也

有权向第三方转让各自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其继承人时，其他

股东视为同意；股权转让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在以上原则



 

 

基础上，具体股权转让办法由各股东方另行协商。 

6、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凡属于标的公司经营范围内已确定生产的或已明确要开发的产品，各方不得

利用知悉的产品、市场、应用和客户信息，以任何方式开发相同或近似产品，不

得在相同或近似的领域，以相同或近似的应用，公开和隐蔽的进行竞争。 

各方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包含但不仅限于原料、产品、技术转让、

新品种及新工艺研发、生产转化），遵循市场价格进行确定。 

标的公司可为各方的新产品（新工艺）提供行政报批、中试、药品文号报批、

放大生产、供应商审计、产品销售等全套服务，遵循市场价格收取服务费用；也

可与新产品（新工艺）的持有方合作，做成股份制产品（新工艺的持有方以新技

术及其前期研发费用等入股，标的公司以后期技术转化投入的费用等入股），利

润分成比例依据具体品种和市场情况协商确定；标的公司也可为各方的成熟产品

提供代加工、产品销售等服务，利润分成比例依据具体品种和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7、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应将有

关争议提交本协议签订地法院管辖审理。 

8、协议经各方股东正式授权的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个人摁手印）后

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原料药是药品的基础原料和有效成分，是医药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与植提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相似性，公司作为植提行业

的龙头企业，具备在技术创新、按含量管理的成本控制、有效成分综合利用等方

面的优势和特色，为充分发挥公司相关优势，按一致性评价的最高标准，研发生

产更多物美价廉的原料药物，使更多的人民受益，公司决定投建该项目。 

该项目正在进行建设收尾及试车过程中，综合考虑天润制药发展战略目标、

其他股东情况等，为了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晨光药业以自有资金 124.68 万元

收购天润制药其他股东闫龙祥先生及赵社彬先生合计持有的 10%股权，同时，晨

光药业向天润制药增资 4,800 万元。 



 

 

2、项目风险分析：（1）技术风险，可能存在生产过程控制不严，从而产生

技术瑕疵或错误的风险。对此，公司通过组织优秀的项目管理团队，全力介入项

目生产管理，并通过制度及生产流程上规范监管，保障产品质量；（2）市场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其他企业开发相同的品种可能，产生市场竞争风险。对此，

公司将通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分散风险（开发多个品种）等措施予以避免。（3）

政策风险，随着药物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关联审评审批

制度、带量采购政策实施，以及“环保、安全”严格监管形势，均会对原料药行

业带来深刻影响，其相关政策内容变动对于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的产销状况、营

销模式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天润制药不能较好地适应政策调整变化，则

经营业绩可能面临下滑风险。对此，公司将通过紧盯国家政策，扬长避短，减少

面临的政策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晨光药业持有天润制药 95%股权，闫

龙祥先生持有天润制药 5%股权。天润制药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

会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后续，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

陆续发布进展公告。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天润制药基础资料 

 

特此公告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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