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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华神星瑞

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神星瑞”）以自有资金不超过20,000万增资上海凌凯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凯医药”或“标的公司”）。增资全部完成后，公司将通过

华神星瑞持有凌凯医药5.7143%股份。 

2、本次投资事项涉及的认缴增资价款尚须分期出资，相应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交割，能否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有效执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后续工作的实施

与开展，需协议各方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华神星瑞以自有资金不超过20,000万增资凌凯

医药。公司近日与标的公司现有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上海凌凯科技有限公司之

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及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陆茜签署《股东协

议》。增资全部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华神星瑞持有凌凯医药5.7143%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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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陆茜 

身份证号码：321283xxxxxxxx，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任凌凯医药董事长。 

（二）天津凌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7GR904 

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 

执行事务合伙人：陆茜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29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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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津凌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7FR20M 

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 

执行事务合伙人：陆茜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378.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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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津凯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8CCX6C 

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今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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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包建华 

身份证号码：332603xxxxxxxx，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  

（六）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07363605788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鱼丽工业区2号 

法定代表人：包建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55,000.483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制造、销售（凭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生产销售：舒巴坦酸、托

西酸舒他西林、舒他西林碱、舒巴坦匹酯、他唑巴坦、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哌拉西

林、AA6、舒巴坦钠；销售：三乙胺、二乙胺、正丁醇、二氯甲烷、四氢呋喃、乙醇、

乙酸乙酯、丙酮、甲醇、N，N-二甲基甲酰胺、甲苯、溴素（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

许可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24年8月30日）；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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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华神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神

生物”）持有凌凯医药控股子公司山东凌凯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凌凯”）49%股

权。除前述情况外，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经在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查询，上述各交易对手方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凌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75820691H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5号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陆茜  

注册资本：2081.165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5月11日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药品、精细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化工原料及产品、实验设备、仪器仪表、玻璃制品的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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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654.23 42,765.31 

负债总额 18,117.82  23,645.70  

净资产 31,536.41 19,119.61 

营业收入 22,522.54 18,572.62 

净利润 2,941.81 5,769.80 

 

CDMO（合同定制开发和生产企业）行业凭借专业化、平台化、高性价比的服务成

为医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全球医药需求的上涨、技术的发展，CDMO行业

规模日益壮大。据Frost&Sullivan统计，2020年，全球CDMO行业规模约为554亿美元，

增速约13%，中国CDMO行业规模约为317亿元，增速约38%，预计全球CDMO行业规模

将在2025年超1000亿美元。凌凯医药2011年成立于上海，是一家为全球化学和生物制药

公司以及科研单位提供医药定制开发、生产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医药研发生产服

务(CRO、CDMO)企业，凌凯医药凭借专业化、规模化和平台化优势，已与全球数千家

知名制药集团和创新药公司开展深度合作，持续为其提供特色原料药及高级医药中间体

的协同研发及产业化服务。已构建1个企业总部、1个数字化创新化合物平台、2个研究

院、1座全资绿色智能化中试生产基地+2座控股多功能职能化生产基地。凌凯医药于

2018年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申报了多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同时获得上海市

“专精特新”企业及浦东新区重点科技创业企业认定，2021年被评定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区

级研发机构，2022年获得浦东新区（十三五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扶持。 

结合标的公司经营规划、业务订单、项目储备以及在行业中的资源优势等方面因

素，该公司具备较高的成长性。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凌凯医药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况。（注：截止本公告日，凌凯医药与华神生物分别持有山东凌凯51%和49%

股权）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华神星瑞投资人民币20,000万元以溢价方式分期认购（其中，首期增资认缴款1亿元

自协议生效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剩余1亿元增资认缴款不晚于2022年11月30日前完

成）凌凯医药注册资本增加额，其中人民币126.1312万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人民币19,873.8688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标的公司其他现有股东均同意不认购本

次增资。增资全部完成后，公司通过华神星瑞持有标的公司5.7143%的股权。标的公司



本次增资全部完成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 

陆茜 1310.20 62.9551 1,310.20 59.3577 

天津凌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 13.9345 290 13.1382 

天津凌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4.8050 100 4.5304 

天津凯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9.6100 200 9.0609 

包建华 99.8 4.7954 99.8 4.5214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1.1655 3.9000 81.1655 3.6771 

海南华神星瑞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 -- 126.1312 5.7143 

合   计 2,081.1655  100.00 2,207.2967 100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说明 

本着公平交易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投后估值为35亿元人民

币。本次交易定价是公司与标的公司根据相关行业市场估值、上一轮投后估值（江西富

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497）投后估值为30亿元）以及交易对手方的业绩

承诺情况，由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为交易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定价结果体现

了标的公司股权价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五、协议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陆茜、天津凌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凯旭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天津凌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包建华、江西富祥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华神星瑞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将从人民币2,081.1655万元增

加至人民币2,207.2967万元，增加部分（即人民币126.1312万元）将由乙方全额认缴；乙

方将投入人民币2亿元以溢价方式认购注册资本增加额，其中人民币126.1312万元计入标

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余人民币19,873.8688万元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 

各方确认，乙方对标的公司的估值已考虑了标的公司的所有权益和资产，包括但不



限于累计未分配利润，所有专利、商标（无论境内或境外注册）、著作权、其他无形资

产以及与无形资产相关的所有权益。 

各方同意，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七个工作日内

向标的公司缴付增资认缴款的 50% （首期增资认缴款，即人民币壹亿元整 

¥100,000,000.00），在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且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2个月内（最晚不

迟于2022年11月30日），向公司缴付增资认缴款的50%（增资认缴款尾款，即人民币壹

亿元整 ¥100,000,000.00）。 

各方确认，如因乙方迟延支付本协议约定的增资认缴款，应按迟延支付金额的万分

之五/天支付滞纳金，迟延支付超过15天的，原股东/公司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本协

议，双方按乙方已实际支付的增资认缴款确认乙方实际增资后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按

本协议基本条款重新签订增资协议，并按调整后的比例再次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股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陆茜 

乙方：海南华神星瑞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增资持有标的公司5.7143%股权是基于甲方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及IPO或被并

购进程向乙方做出承诺及保证而确定并实施的。为进一步保证乙方增资标的公司后的投

资利益，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订立本协议如下条款，

以供双方共同遵守。 

1. 业绩目标承诺 

标的公司2022年度-2024年度累计实现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6亿元（以下

简称“累计承诺业绩指标”）。本条及本协议所述“合并报表净利润”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 

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据以标的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记载为准。 

2.  上市及被并购目标承诺 

标的公司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国内证券交易所（包括上海、深圳证券交易

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但不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IPO，或者实现被上市公司或战略投资方并购。本协议所指并购，是指上市公司或战略

投资方取得标的公司50%以上股权并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且收购取得乙方所持标的公

司全部股权。 



3.  业绩补偿 

3.1 如果标的公司未能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累计承诺业绩指标，则将触发业绩补偿条

款，但乙方同意补偿豁免门槛为：标的公司2022年度至2024年度累计实际实现合并报表

净利润总额（以下简称“累计实现净利润”）已达到累计承诺业绩指标的90%；或者标的

公司已实现第二条约定的上市；或标的公司已实现第二条约定的被并购（但标的公司并

购估值低于35亿元的（如发生本协议第3.2条所述之估值调整，则此处标的公司并购估值

亦一并调整），不能豁免补偿）。 

3.2 估值调整机制 

若标的公司未达到本协议第一条累计承诺业绩指标且不满足3.1条所述补偿豁免情

形，控股股东承诺以现金方式补偿乙方，乙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且控股股东有义务进行

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现金补偿金额=乙方投资的增资款（即人民币2亿元）×（1-2022年度至2024年度累计

实现净利润÷2022年度至2024年度累计承诺业绩指标即人民币3.6亿元）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应于2024年度的审计报告发布且乙方提出现金补偿要求之日起六

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完成支付现金补偿金额。 

3.3 如标的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第二条所述的上市及被并购目标承诺，则

双方一致同意视为标的公司完成业绩目标，本协议即行终止。 

3.4 如标的公司虽未达到本协议第一条承诺业绩指标且不满足3.1条所述补偿豁免情

形，但已处于IPO审核进程中或被上市公司或战略投资方并购进程中（指标的公司股东

与上市公司或战略投资方已签署收购意向书或框架协议）的，则乙方按3.1条、3.2条所享

有的要求甲方予以现金补偿的权利应予以中止，如标的公司IPO或并购顺利完成，则视

为标的公司完成业绩目标；如标的公司IPO或并购终止，则自公司IPO或并购终止之日

起，乙方按3.1条、3.2条所享有的要求甲方予以现金补偿的权利自动恢复。IPO终止的情

形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撤回上市申请材料或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否决标的公司的上市

申请，或标的公司取得IPO批文后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4.  上市及被并购目标未能实现的救济 

4.1 标的公司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收购乙方所持标的公司的全部

股权：标的公司未能按照第二条约定期限完成IPO或被上市公司或战略投资方并购的。 

4.2 乙方要求甲方收购乙方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时，股权收购价款确定方式如下：

股权收购价款=乙方投资的增资款（即人民币2亿元）×【1+年投资回报率8%（单利）×



（从乙方全额支付增资款之日计至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股权收购价款之日的天数）

/365天】－乙方从标的公司获得的税后利润或股利分红。 

如乙方实际已获得业绩补偿，则股权收购价款=乙方投资的增资款（即人民币2亿

元）×【1+年投资回报率8%（单利）×（从乙方全额支付增资款之日计至甲方向乙方支

付完毕全部股权收购价款之日的天数）/365天】－（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1+年投资回报率8%（单利）×（从甲方向乙方支付现金补偿金之日计至甲方向乙方支

付完毕全部股权收购价款之日的天数）/365天】－乙方从标的公司获得的税后利润或股

利分红。 

4.3 如标的公司虽出现第4.1条约定之情形，但已处于IPO审核进程中或被上市公司或

战略投资方并购进程中（指标的公司股东与上市公司或战略投资方已签署收购意向书或

框架协议）的，则乙方按4.1条、4.2条所享有的要求甲方收购乙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权

利均相应顺延至IPO或并购确定终止之日起方可行使。IPO终止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标的

公司撤回上市申请材料或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否决公司的上市申请，或标的公司取得

IPO批文后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4.4 股权收购款的支付 

乙方提出收购股权要求的，甲方应于六十个工作日内配合按照第4.2条确定价款与乙

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完毕股权收购价款，并在支付完毕股权收购价款后配合乙方

及标的公司完成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如需）。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存在的风险 

（一）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当前医药制造业务主要集中在受国家医保控费及行业集采政策影响较大

的制剂领域。为降低市场经营风险，培育医药业务利润增长点，公司积极向医药产业链

上游特色原料药、高级医药中间体领域拓展。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构建高级医药

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和仿制药一体化业务。通过与该领域优秀企业合作，共建化学合成

和生物合成研究平台，充分利用双方资源，提升产品技术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建立可

持续经营的细分产业体系和新的利润增长极。为此，对以CRO和CDMO为核心主业的凌

凯医药的投资是公司继投资山东凌凯正式迈入CDMO行业后，通过加强与山东凌凯控股

股东方的产业与资本双向深度合作，进一步夯实公司在CDMO行业的产业发展基础，深

化双方在医药领域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等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产业合作与互惠共

赢。有利于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利用国家化学工程、国



内工程师红利带来的人才和成本优势，以及全球CDMO产能需求持续向中国转移等因素

催生出的未来巨大市场潜力，进而提升双方在生物医药研发生产产业链中的地位。 

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主营业

务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开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的变更。 

（二）存在的风险 

1、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可能存在受宏观经济波动、行业政策和法规变化、市场竞争加

剧、疫情灾害等客观因素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和股东业绩承诺实现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认缴的增资价款尚须分期出资，相应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完成交割，能否

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有效执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跟踪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监管要求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经各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 

3、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