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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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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海南

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亚药”）受让张永高、何天立等 7 名自然

人持有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耳药业”）合计 22.27%股权。近日，

海南亚药与前述 7 名自然人就本次受让股权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海南亚药

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第一期转让价款支付义务。 

本次受让股权前，迪耳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海南亚药持有迪耳

药业 77.73%股权。本次受让股权完成后，公司对迪耳药业的持股比例增加至

100.00%，迪耳药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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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受让股权事宜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批。 

3、本次受让股权事宜已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

手续，并取得由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权转让方为张永高、何天立等 7 名自然人。基本情况如下： 

1、 张永高，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东阳市； 

2、 何天立，男，1951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3、 楼晓峰，男，1958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4、 姜国平，男，1959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5、 王莉岚，女，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6、 陶致德，女，1948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7、 舒和平，男，1954 年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二)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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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上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名称：迪耳药业 22.27%股权，该等股权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受让

的权属问题。迪耳药业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147288897Y 

（3）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衢路 128 号 

（4）成立日期：1996 年 4 月 5 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6）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具体项目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生产；

食品经营（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药用辅料、化学试剂、医药化工中间

体（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仅限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且无需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 

（7）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33 77.7332 

2 张永高 163.35 16.3353 

3 何天立 19.42 1.9415 

4 楼晓峰 15.00 1.5000 

5 姜国平 8.40 0.8400 

6 王莉岚 6.50 0.650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8464834-c136176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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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陶致德 5.00 0.5000 

8 舒和平 5.00 0.5000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0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153.37 9,560.42 

净资产 6,303.01  5,901.00 

项  目 2021 年 1-10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344.42 9,159.22 

利润总额 493.19 904.36 

净利润 377.50 821.40 

注：上述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10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迪耳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章程中不存在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本次受让股权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迪耳药

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9941 号）以及坤元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迪耳药

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1]693 号）为

基础，经双方协商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3,398.5641 万元。 

3、本次受让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 

甲方一：张永高 

甲方二：何天立 

甲方三：楼晓峰 

甲方四：姜国平 

甲方五：王莉岚 

甲方六：陶致德 

甲方七：舒和平 

乙方（受让方）：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147288897Y，法定代表人：宋杰，住所：浙江省金

华市金衢路 128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截至本协议签署时标的公司注

册资本已实缴到位。 

(二) 转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与付款方式 

1、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2.27%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2、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9941 号）

以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

让涉及的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

评报[2021]693 号）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3,398.5641 万

元。具体的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比例（%） 转让价格（万元，税前） 

1 张永高 

海南亚洲

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163.3531 16.34 2,493.2420 

2 何天立 19.4152 1.94 296.3323 

3 楼晓峰 15.0000 1.50 228.9435 

4 姜国平 8.4000 0.84 128.2084 

5 王莉岚 6.5000 0.65 99.2089 

6 陶致德 5.0000 0.50 76.3145 

7 舒和平 5.0000 0.50 76.3145 

合计 222.6683 22.27 3,398.5641 

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第五条的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本次股权转让价

款由乙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 40%的股权

转让款（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不含个税），即向甲方一支付 9,972,968 元，向甲方



二支付 1,185,329 元，向甲方三支付 915,774 元，向甲方四支付 512,834 元，向甲

方五支付 396,836 元，向甲方六支付 305,258 元，向甲方七支付 305,258 元； 

第二期：转让方在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的 15 个工作日内，应协助

配合标的公司、受让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手续。该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

支付 40%的股权转让款（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不含个税），即向甲方一支付

9,972,968 元，向甲方二支付 1,185,329 元，向甲方三支付 915,774 元，向甲方四支

付 512,834 元，向甲方五支付 396,836 元，向甲方六支付 305,258 元，向甲方七支

付 305,258 元；  

第三期：如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0 日内无任何第三方

就本次股权转让向受让方主张任何权利，则自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 20%的股权转让款（第三笔股权转让价款扣除本次股权

转让全部款项相对应的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具体数目以税务部门复核的数据为

准）。 

4、如果转让方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受让方有权在尚未支付的股权

转让价款中扣除因转让方的违约行为给标的公司、受让方造成的任何损失及转让

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的违约金。 

5、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费用及税费，由甲、乙各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各自承担。甲方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乙方财务人员代扣代缴。 

(三) 股权交割 

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即为股权交割日，股权交割日后，受让

方按照法律法规及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四) 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生效至股权交割日前，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渡期。过渡期内，转让方

应善意行使其标的公司股东权利，不得对其享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

处置，该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质押、委托管理等。 

五、 其他安排 

本次受让迪耳药业股权事宜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预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迪耳药业少数股东股权，旨在进一步增强公司对旗下子公司的管控

力度，提高决策效率，更好地推动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本次

交易所需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迪耳药业股权比例由 77.73%增加至 100.00%，迪耳药业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但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七、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2022 年 5 月 19 日，迪耳药业完成了本次受让股权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

手续。本次变更登记后，迪耳药业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 100.0000% 

八、 备查文件 

1、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2、迪耳药业工商变更（备案）资料。 

特此公告。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