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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9         证券简称：达仁堂        编号：临 2023-003 号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5,280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郭珉、张铭芮、毛蔚雯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

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医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接受劳务、

提供劳务、出租房屋、承租房屋类交易，累计交易金额 3,456.27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54%；过去 12 个月，公司已向

科炬生物增资 4,3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68%。 

一、投资项目概述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召开 2022 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向控股子公司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的议案”。公司以参与科炬生物定向融资方式，认购其定向发

行股票 540 万股，每股单价为 8 元/股，即向其增资 4,320 万元。投资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68%。目前，该增资项目

已经完成，公司持有科炬生物 18,128,899 股，持股比例占其总股本的

56.65%。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进行了信息披露，详见临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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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 号。 

2023 年 1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

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公司以参与科炬生物定向融资方式，认购其

定向发行股票 660 万股，每股单价为 8 元/股，即向其增资 5,280 万元。

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83%。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炬生物总股本由 3,200 万股变更为 3,860 万

股；公司持有科炬公司的股权由 18,128,899 股变更为 24,728,899 股，

持股比例由占总股本的 56.65%变更为 64.06%。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

持有科炬生物 750,000 股股权，占总股本的 2.34%。医药集团未参与

本次科炬生物的定向融资项目。 

医药集团作为本公司关联方，相关关联董事郭珉、张铭芮、毛蔚

雯回避表决此议案。公司现有 9 名董事中，其余 6 名非关联董事均同

意该项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均同意该项议案。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42.811%股权。同时，本公司与医药集团均是科炬生物股东，本公司

持有科炬生物 56.65%股权，医药集团持有科炬生物 2.34%股权。 

医药集团未参与本次科炬生物的定向融资项目。 

2、医药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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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张铭芮 

成立时间：1996 年 6 月 27 日 

注册资本：549,295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

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玻璃仪器销售；纸制

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

售；仪器仪表修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品牌管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医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发

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摄影扩印服务；洗染服务；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包装材料及制品

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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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支

机构经营：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兽药

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期刊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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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科炬生物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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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5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4912841XT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注册与办公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大街 65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德茂 

注册资本：3,200 万元 

公众公司情况：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科炬生物，证券代码：872334。 

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科炬生物公司 18,128,899 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 56.65%，为其控股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医药集团持有其

750,00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2.34%。 

公司行业性质：医药制造业 

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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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消毒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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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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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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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营情况 

根据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科炬生物总资产 11,000.90 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 1,121.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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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694.01 万元，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5,088.50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科炬生物总

资产 7,545.97 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3,010.44 万元，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 2,807.66 万元，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4,131.63 万元。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科炬生物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认购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股票品种、认购价款和认购数额 

（1）科炬生物（即：甲方）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6,600,000 股，其中本公司（即：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定

向发行不超过 6,600,000 股普通股票。 

（2）乙方本次认购的股票每股单价为 8 元。据此，乙方本次认

购甲方上述定向发行股票需向甲方缴付认购款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52,800,000 元。 

若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将

进行相应调整。 

（3）若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总数应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或因监管

政策变化而予以调减的，则乙方本次所认购的股票数量原则上按其认

购比例相应调减。 

2、股票的限售期 

乙方本次认购股份不存在自愿限售及法定限售，无限售安排。 

3、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下述全部条件均满足后生效： 

（1）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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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事项获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乙方

董事会审议批准； 

（3）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无异议函或同

意发行的函。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与影响 

科炬生物处于医药行业中的体外诊断（IVD）行业，细分行业属

于 POCT（英文“Point Of Care Testing”的首字母大写缩写，中文译为

现场即时检测）行业。其主要业务为快速检测试剂及相关仪器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准确、便捷、适用的 POCT 产

品和解决方案。科炬生物以其创立的集成管理式 POCT（MI-POCT）

系统为主体，发展免疫层析基层 POCT 和微流控精准 POCT。免疫层

析 POCT 为国家分级诊疗体系的建设，精准扶贫，医养结合等提供适

宜的解决方案；微流控精准 POCT 采用微流控和免疫荧光技术，构建

精准 POCT 技术平台，以精准检测助推精准医疗，引领了 POCT 发展

新方向。 

当前，POCT 行业发展得到了国家多项政策的支持，处于一个发

展前景较好的赛道，其微流控技术相较于传统技术具有一定先进性。

在看好该细分行业未来前景的基础上，公司拟以科炬生物为基地，打

造 IVD 行业尤其是 POCT 领域的发展平台。科炬生物是我公司控股

子公司，公司将助力科炬生物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次增资是

为其做大做强、做精做专 POCT 领域相关产品的研发以及市场推广，

提升整体竞争力水平而提供的有力支持。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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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就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进行了事前核查并发表独立意

见： 

1、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

行股票认购协议》，均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未影响本公

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上述交易的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医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接

受劳务、提供劳务、出租房屋、承租房屋类交易，累计交易金额 3,456.2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54%。过去 12 个月，

公司已向科炬生物增资 4,3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 0.68%。 

公司不存在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附生效条件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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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