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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土地使用权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土地证号 位置 面积（m2）

1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

鹰国用（2003）字第025号 鹰潭市建设路21号 7,963.60

2 鹰国用（2003）字第026号 鹰潭市建设路主山弄 1,968.80

3 鹰国用（2005）第0020号 鹰潭市祖山弄2号，建设路2号 4,108.20

4 鹰国用（2007）第768号 林荫西路E栋 12.40

5 鹰国用（2008）第229号 工业一路以北，工业五路以南 81,358.00

6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

贵国用（2007）字第0135号 信江路74号 309.60

7 贵国用（2007）字第0136号 信江路74号 696.98

8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弋阳分公司

弋国用（2008）第1203号 江西弋阳南岩镇志敏大道 6,502.18

9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贵溪分公司

贵国用（2004）字第0019号 贵溪市工业园 40,109.37

10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余江分公司

余国用（2003）字第Ⅲ-500-1

号

余江县邓埠镇三二〇国道以北 37,000.80

11

余国用（2003）字第Ⅲ-500-2

号

余江县邓埠镇三二〇国道以北 36,712.50

12

余国用（2004）字第Ⅲ-500-3

号

余江县邓埠镇三二〇国道以北 33,335.00

13 余国用（2012）第Ⅲ-T-02号

余江县邓埠镇西板村以北、白塔河

以南

24,553.00

32

江西天施康弋阳制药有

限公司

弋国用（2008）第1202号 南岩镇志敏大道 28,420.32

33 弋国用（2009）第1237号 乐江公路东侧 54,179.00

34 弋国用（2013）第1608号 弋阳县工业园南岩小区 119,655.20

35

江西天施康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

余国用（2009）第Ⅲ-T-002号

余江县邓埠镇一号大道以东交警

大队以北

5,095.64

36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

司

抚金国用（2006）第017号 市工业园区（迎宾大道218号） 110,271.00

37

抚州贝尔药品包装有限

公司

抚国用（2006）第050012号 市工业园区 19,999.27

5、江西天施康公司最近二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2014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

1518号），江西天施康公司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3,991.68 65,130.05

负债总额 36,133.62 33,164.68

资产净额 37,858.06 31,965.38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72,776.30 64,691.98

营业成本 20,444.12 18,046.71

利润总额 9,027.64 5,595.77

净利润 7,773.70 4,987.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588.95 4,066.05

6、江西天施康公司的竞争优势及风险

1）竞争优势

① 产品品种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江西天施康公司及子公司已形成了以夏天无、肠炎宁、珍视明滴眼液、牛黄上清胶

囊等系列产品为主导的产品格局，拥有25�个全国独家品种和多个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目前产品涉及

眼科、消化科、风湿用药以及儿科、呼吸科、妇科、肿瘤科、血液用药、心脑血管用药等多个治疗领域。 良好

的优势产品储备一方面使江西天施康公司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时也使该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② 技术优势

江西天施康公司从生产工艺流程、剂型改革以及控制标准等领域入手，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目前，公

司形成了薄膜包衣技术、树脂吸附纯化技术、膜分离技术、中药提取分离技术、速释制剂技术等核心技术。

膜分离技术有效地解决了中药注射剂制备工艺问题并已投入实际生产，应用于小针剂末端工序和前处理

过滤工序，不但达到了富集浓缩液、提高收得率，还节约了能源，解决了环保问题，提高了产品稳定性。 树

脂吸附纯化技术可从中药提取液中分离精制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最大限度地去粗取精，提高中药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相对含量，产品不吸潮，易于操作和保存，缩短生产周期，节约生产成本。

(�品牌优势

2002�年， 江西天施康公司天狮牌复方夏天无片入选《中国名优产品》（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

心、世界名优名牌产品推荐中心）；2003�年，该公司“天狮” 商标被江西省工商局、江西省著名商标认定

委员会评为“江西省著名商标” ；2003�年和2006�年，该公司“天狮牌” 复方夏天无片被江西省名牌战

略推进委员会评为“江西省名牌产品” 。

江西天施康弋阳制药有限公司独家生产的肠炎宁片，属全国首创，拥有多项专利技术，该产品通过邀

请明星代言，并在央视等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推广，具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年销售额

已经超过2亿元。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独家生产的珍视明滴眼液（药品名：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Z10880003）于1988年上市，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其主要功效为治疗假性近视，防止视力下降，是国家教委唯一指定青少年防近视眼药水。 历年获

得中国药品品牌百强、中国药店店员推荐最佳品牌等荣誉，目前位列全国眼科用药三甲，是全国中药眼科

用药、国内防治假性近视第一品牌。 2012年，“珍视明” 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良好的品牌形象为公司相关产品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④ 区位优势

江西天施康公司及子公司位于江西省境内，江西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亚热带温暖湿润的气候，优

越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药资源。 据统计，全省有中药材2061�种，其中药用植物就有1,900�多种，

其中就包括该公司主导产品生产所需的夏天无、草珊瑚（肿节风）、江香薷、江枳壳、鱼腥草等特色药材。

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一方面充分保障了该公司产品的原料来源，同时还可使该公司有效控制原材料成本。

2）风险

肠炎宁系列产品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独家经销， 存在客户过于集中的风

险，如果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的销售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会对该公司的业绩带来不利影响。珍

视明滴眼液已进入成熟期，拥有众多的竞争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四、交易标的股权受让价格和方案的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为吴朝阳等10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江西天施康公司7.08%计708.4461万股份，具体如

下表：

转让人姓名 转让股数（万） 持股比例（%）

吴朝阳 180.3 1.80

徐立新 114.4 1.14

舒昌柏 7.6846 0.08

徐发红 97.8769 0.98

张潜 83.00 0.83

夏根花 75.5846 0.76

吴安明 48.4 0.48

朱样根 48.4 0.48

袁峰 26.4 0.26

毛赛娥 26.4 0.26

合计 708.4461 7.08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2014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

1518号）所确认的净资产、营业规模、净利润等经营指标，结合对江西天施康公司过往经营业绩、众多药

品资源、品牌价值及其发展前景分析，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按标的公司总估值62,000万元扣除2014年

度分红每股0.18元后即每股人民币6.02元， 确定吴朝阳先生等10位自然人所持标的公司股份合计7.08%

即708.4461万股对应的交易总价格为人民币42,648,455元。 受让完成后本公司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比例

从原来的50.88%增加至57.96%，受让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者名称 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7,964,461.00 57.964461%

江西省医药集团公司 41,000,000.00 41.00%

舒昌柏 1,035,539.00 1.035539%

合 计 100,000,000.00 100.00%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5年5月 26日，本公司（协议之受让方）与吴朝阳先生等10位自然人（协议之转让方）分别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目标股份的总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264.8455万元。

2、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受让方采取向转让方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

3、在双方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51%，作为目标股份的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项；在转让股份完成本次股份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或者目标股份股东变更登记）之

日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49%，作为目标股份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4、中国法律所规定的双方各自应当缴纳的税费，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各自承担。 转让方为自然人股东

的，按税法规定其所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在相应期股权款支付时实施代扣代

缴工作。

5、 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按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的持

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6、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1）本协议已经转让方签字及受让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2）受让方董事会作出决议批准受让方受让目标股份的议案。

六、本次受让股份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受让股份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收购吴朝阳先生等10位自然人持有的江西天施康公司7.08%股权，受让后本公司所持江

西天施康公司股份比例从原来的50.88%增加至57.96%。

江西天施康公司近年来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且财务状况良好。2014年公司通过对浙江康恩贝医药

销售有限公司与江西天施康公司营销团队的整合，将全面提升江西天施康公司产品的营销能力；同时，通

过营销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发挥出江西天施康公司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作为公司2015

年并购策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公司并购整体战略和整合发展需求。

总体来看，本次受让江西天施康部分少数股东股权，有利于完善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布局，发挥资源整

合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对标的公司的管控能力和盈利潜力，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受让股份可能存在的风险

1、药品限价、降价的风险

随着政府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医药市场政策的变化，近年来一些地区的药品市场招投

标带来的政策或非政策性降价压力逐步增大， 对江西天施康公司的经营业绩提升和发展带来不确定影

响。

2、原材料等主要生产成本上涨的风险

江西天施康公司肠炎宁、牛黄上清胶囊等主导品种所使用的中药材的种植受天气、地域、农资价格等

因素的影响较大，存在质量、供应量和价格发生较大波动的情况。 此外，近年来市场物资价格呈持续上升

的态势，主要药材及各类辅料的价格也有一定幅度的上涨。因此，原材料等主要生产成本上涨会对江西天

施康公司的生产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外，江西天施康公司近二年新版GMP改造及扩能投入较大，在

未达产阶段也一定程度影响标的公司经营业绩。

3、产品质量和药品安全的风险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命健康，产品质量和药品安全尤为重要。但原材料采

购、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均有可能对公司产品质量带来潜在影响。 同时，由于个体差异，存在患者用药

后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若未来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可能对江西天施康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4、公司整体经营、销售及财务风险

江西天施康公司生产基地相对分散、生产药品品种多，销售模式也需要进一步优化。随着业务规模的

扩大，有可能带来公司整体经营、销售、经营业绩以及财务方面的风险。 因此，需要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

步加强生产过程质量管控、提升工艺水平、提高产销对接能力、有效控制并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盈利水平。

5、市场竞争风险

江西天施康公司药品多属呼吸道系统用药、消化系统用药、妇科用药等产品，该类药品整体市场竞争

激烈，存在较大市场竞争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转让各方签订的《关于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三）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1518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股票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15-041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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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康恩贝” ）拟 以现金人民币54,

375,000元（伍仟肆佰叁拾柒万伍仟元人民币）受让徐伟、吴小琳、章惠均共三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江西

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视明药业公司” ）18.75%的股权。

2、公司已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天施康公司” ）持有

珍视明药业公司81.25%股权，现进一步受让珍视明药业公司少数股东股份，有利于完善公司未来业务发

展布局，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3、本次受让股份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为有利于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公司与珍视

明药业公司少数股权股东徐伟、吴小琳、章惠均共三位自然人于2015年5月26日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书》，拟出资54,375,000元人民币受让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的珍视明药业公司18.75%的股权。。

本次受让该项股权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则和

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徐伟、吴小琳、章惠均共三位自然人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

股权受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5月27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公司三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张伟良、独立董事曾苏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托

董事陈国平、独立董事徐冬根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 会议由胡季强董

事长主持。 会议以9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的议案》，无

反对和弃权票。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

定，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受让珍视明药业公司18.75%股份事项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对方均为自然人，分别如下：

徐伟先生， 中国籍， 身份证号码：330719197210******， 住所： 杭州市文二路138号兰庭国际

6-1-1302，现持有珍视明药业公司7.50%股权。 徐伟先生现担任江西天施康公司董事长、珍视明药业公

司执行董事、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小琳女士，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30122197903******，住所：杭州市景芳一区5幢3单元301室，现

持有珍视明药业公司6.05%股权。 吴小琳女士现任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章惠均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30719195506******，联系地址： 兰溪市云山路50号2幢4-302

室，现持有珍视明药业公司5.20%股权。章惠均先生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下属子公司抚州贝尔包装有限公

司总经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本公司有

关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徐伟先生、吴小琳女士、章惠均先生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公司———珍视明药业公司基本情况

1、珍视明药业公司基本情况

珍视明药业公司系由江西天施康公司、香港杜比奥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医药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于

2006年8月16日在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现持有注册号为361000520001025的《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为徐伟，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住所为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迎宾大道218号，经营范围为：滴

眼剂（含激素类）、滴耳剂（含激素类）、滴鼻剂、喷雾剂（含激素类）（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药品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预包装食品、零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月3日）；保健食品批

发、零售（备案有效期至2016年3月16日）。 公司主要产品为珍视明滴眼液，主要应用于眼科领域。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珍视明药业公司股东构成如下：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65,000,000.00 81.25%

章惠钧 4,160,000.00 5.20%

吴小琳 4,840,000.00 6.05%

徐伟 6,000,000.00 7.50%

合 计 80,000,000.00 100.00%

本公司目前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50.88%股权。

2、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的业务情况

（1）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的重点产品及生产情况

目前，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持有“赣20110026”《药品生产许可证》，主要产品为珍视明滴眼

液，主要用于眼科疾病，如肝阴不足、肝气偏盛所致的不能久视、青少年远视力下降；青少年假性近视、视

力疲劳等症，目前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珍视明药业公司生产基地现位于抚州市工业园区（迎宾大道218号），厂区占地面积110,271.00m2，

包括前处理车间、综合制剂厂房(含库房)、综合楼等设施。 公司目前已形成滴眼剂8250万支/年；喷雾剂

1925万支/年；滴耳剂6000万支/年；滴鼻剂2500万支/年的生产能力。 公司已经完成新版GMP认证，并于

2014年1月8日取得了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滴眼剂（含激素类、B线）、滴耳剂（含激素类、B

线）、滴鼻剂（B线）、喷雾剂（含激素类B线）（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B线）《药品GMP证书》（证书编

号：赣JX20140031），有效期至2019年1月7日。

（2）珍视明药业公司的竞争优势及风险

1）竞争优势

珍视明药业公司核心产品珍视明滴眼液（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国药准字Z10880003） 于1988年上

市，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中药四类新药，属全国首创，并被收入国家

药典，其主要功效为治疗假性近视，防止视力下降，是国家教委唯一指定青少年防近视眼药水。 历年获得

中国药品品牌百强、中国药店店员推荐最佳品牌等荣誉，目前位列全国眼科用药三甲，是全国中药眼科用

药、国内防治假性近视第一品牌。 2012年，“珍视明” 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珍视明药业公司开发眼罩、护眼贴等眼保健系列产品通过电子商务营销成效良好，在天猫细分类目

中稳居第一，2015年预计营业收入逾8,000万元，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2）风险

珍视明药业公司核心产品珍视明滴眼液已进入成熟期，拥有众多的竞争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珍视

明滴眼液作为公司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贡献了约七成的销售收入，产品结构偏单一，市场风险较大。

珍视明药业公司珍视明滴眼液系列2012年、2013年受滴眼液防腐剂事件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及标的

公司营销模式的改变，整合队伍和网络对销量的影响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处于恢复增长期，包括眼保健

系列产品2014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4.69%。

(3)?珍视明药业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1）药品注册批件

珍视明药业公司近几年在产的主要药品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批准文号 批准文号有效期

1 利巴韦林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19993011 2015.06.29

2 利巴韦林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19993012 2015.06.29

3 硫酸庆大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00 2015.08.31

4

地塞米松磷酸钠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01 2015.07.08

5 盐酸萘甲唑林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03 2015.05.31

6 盐酸麻黄碱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11 2015.06.23

7 氯霉素滴耳液 耳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6 2015.07.08

8 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7 2015.06.29

9 托吡卡胺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8 2015.06.17

10 托吡卡胺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9 2015.08.26

11

醋酸氢化可的松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1 2015.08.17

12 碘苷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5 2015.07.21

13 碘苷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6 2015.08.02

14 醋酸可的松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8 2015.06.29

15 盐酸萘甲唑林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40 2015.06.29

16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曾用名：珍视明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Z10880003 2015.06.29

17 硫酸卡那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52 2015.08.18

18 氯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53 2015.06.18

19 夏天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Z36020631 2015.07.21

20 乳酸环丙沙星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10940046 2015.08.02

21 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10780 2015.06.29

22 牛磺酸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1933 2015.07.08

23

复方硫酸新霉素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1864 2015.07.08

24 盐酸羟苄唑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1866 2015.06.29

25 氧氟沙星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10950298 2015.07.08

26 滴眼用利福平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020 2015.08.31

27 盐酸吗啉胍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097 2015.08.02

28

氢化可的松新霉素

滴耳液

耳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341 2015.06.07

29 盐酸林可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380 2015.08.02

30 盐酸林可霉素滴耳液 耳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381 2015.07.08

31 法可林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395 2015.08.02

32 硼酸冰片滴耳液 耳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2451 2015.05.31

33 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53470 2015.08.02

34 口腔炎喷雾剂 喷雾剂 国药准字Z20055482 2015.08.26

35 色甘酸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59901 2015.08.24

36 盐酸环丙沙星滴耳液 耳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73736 2017.5.14

37

盐酸羟甲唑林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20073742 2017.5.14

38 庆大霉素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73911 2017.5.14

39

萘敏维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73912 2017.5.14

40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83299 2017.12.20

41

复方尿维氨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83276 2018.1.10

42 盐酸氮卓斯汀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90032 2018.10.27

43

马来酸噻吗洛尔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93749 2019.4.17

44 阿昔洛韦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93762 2019.3.23

45

右旋糖酐70甘油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093798 2019.3.23

46

硝酸毛果芸香碱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103140 2020.2.3

47 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20123092 2017.3.8

2）专利

珍视明药业公司申请了多项专利，其中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1

一种适合于眼科用药的珍珠层粉水解的工

艺

ZL03128858.8 2003.5.21

2 一种复方尿维氨滴眼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414194.6 2011.12.13

3 一种夏天无滴眼液的制备方法及产品 ZL201210082380.9 2012.3.27

4 一种夏天无滴眼液及制备方法 ZL201210082326.4 2012.3.27

3)商标

珍视明药业公司目前共拥有多个注册商标，下表列示了主要产品相关的注册商标。

4)土地

珍视明药业公司现有土地1宗，土地面积115,271.00平方米，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工业园区（迎宾大道

218号），土地证号：抚金国用（2006）第017号，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途为工业，准用年限为50年，目前

已达到“五通一平”状态并已建设生产厂房等设施。

3、珍视明药业公司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1491号），珍视明药

业最近二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1,901.59 21,563.97

负债总额 7,424.41 8,620.80

资产净额 14,477.18 12,943.17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1,312.51 17,092.36

营业成本 5,807.75 3,980.90

利润总额 3,158.62 2,471.78

净利润 2,734.01 2,174.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17.86 2,296.72

四、交易标的股权受让价格和方案的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为徐伟先生、吴小琳女士、章惠均先生分别所持珍视明药业公司7.50%、6.05%、5.20%

股权。

依据标的公司最近二年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结合珍视明品牌价值、眼保健系列产品电子商务销

售业绩，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按标的公司总估值29,000万元确定徐伟先生、吴小琳女士、章惠均先生所

持标的公司股权7.50%、6.05%、5.20%对应的交易价格分别为2,175万元、1,754.5万元、1,508万元， 总交

易价格为5,437.5万元，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合计18.75%。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资金。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出资人民币5,437.5万元受让徐伟先生、吴小琳女士、章惠均先生所持标的公

司18.75%股权，是基于对珍视明品牌价值及发展前景并经双方协商，为交易双方所接受的，且是合理、公

允的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5年5月26日，本公司（协议之受让方）与徐伟先生、吴小琳女士、章惠均先生（协议之转让方）分

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目标股权的总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437.5万元。

2、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受让方采取向转让方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本协议项下目标股权。

3、在双方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51%，作为目标股权的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项；在转让股权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或者目标股权股东变更登记）之

日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49%，作为目标股权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4、中国法律所规定的双方各自应当缴纳的税费，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各自承担。 转让方为自然人股东

的，按税法规定其所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由受让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在相应期股权款支付时实施代扣代

缴工作。

5、 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按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的持

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6、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1）本协议已经转让方签字及受让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2）受让方董事会作出决议批准受让方受让目标股权的议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公司原持有标的公司81.25%股权，本次收购徐伟先生、吴小

琳女士、章惠均先生所持标的公司18.75%后，本公司通过直接与间接持股，控制拥有标的公司100%表决

权。

标的公司珍视明滴眼液系列2012年、2013年受滴眼液防腐剂事件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及标的公司营

销模式的改变，整合队伍和网络对销量的影响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处于恢复增长期，包括眼保健系列产

品2014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4.69%。 而珍视明眼保健系列产品电子商务营销成效良好，在天猫

细分类目中稳居第一，2015年预计营业收入逾8,000万元，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本公司认为，依托珍视明品牌价值围绕眼健康战略打造的电子商务平台必将是标的公司未来发展的

重要增长点并提供良好的业绩支持，反过来也对珍视明滴眼液系列产品的销售产生正面推动作用，提升

珍视明品牌影响力。同时，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作为2015年并购策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本公司并购

和整合整体战略需求。

总体来看，受让标的公司18.75%股权，有利于完善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布局，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进一

步提升公司对标的公司的管控能力和盈利潜力，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

极影响，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收购可能存在的风险

1、珍视明滴眼液系列产品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

标的公司珍视明滴眼液系列2012年、2013年受滴眼液防腐剂事件对整个行业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恢

复增长期，存在未来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

2、产品质量和药品安全的风险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命健康，产品质量和药品安全尤为重要。但原材料采

购、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均有可能对公司产品质量带来潜在影响。 同时，由于个体差异，存在患者用药

后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若未来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或滴眼液防腐剂再次被人为炒作，都可能对标的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3、市场竞争风险

虽然珍视明眼保健系列产品已经在天猫细分类目中稳居第一，但电子商务眼保健产品众多，市场竞

争激烈，需要在产品功能、效用、推广宣传上进一步推进资源整合，降低市场竞争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转让各方签订的《关于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三）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1491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编号：临2015-042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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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嘉兴益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投资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解决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根据发展布局需要，拟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以增资入股的方式取得嘉兴益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嘉兴益康” ）

20%股权。出资分两期完成，首期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取得标的公司15%股权。公司首期出资完成

后，由标的公司出资800万元收购李志华先生及其关联方持有南京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检康” ）100%股权、杭州检仪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检仪豪” ）100%股权（上述二家公

司以下简称“关联企业” ）。 本公司2016年3月31日后三个月内有出资1000万元取得标的公司5%股权的

选择权利，若本公司完成二期出资，本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20%股权。

2、2015年5月27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张伟良、独立董事曾苏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

托董事陈国平、独立董事徐冬根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 会议由胡季强

董事长主持。 会议以9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嘉兴益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无反对和弃权

票。

3、该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嘉兴益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402000098612

注册地址：嘉兴市亚中路599号嘉兴软件园3号楼3层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志华

经济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许可经营范围：第二、三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第二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第二类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9月3日止）；批发兼零售：预

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2月20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生物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试验分析仪器（不含计量器具）、美容仪器、食品安全检测仪器及配件的

制造；消毒用品、化妆品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李志华先生100%持有。

（二）、此次增资入股的其他股东方介绍：

自然人李志华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2326196911******，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亚中路599

号3号楼三层。

李志华先生主要履历： 1992年于福建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2000年取得香港理工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曾先后担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实习医生、福建石狮华侨医院临床医生、三九药业

有限公司福建大区经理、国家计生委科研所研发主任，2001年至2003年期间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试

剂生产合作中心任研发主任，2003年后创办多家企业， 在生物医疗技术专业以及技术创新和企业营销等

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经验。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则和

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李志华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二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1、南京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121000226062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1009号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志华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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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李志华先生100%持有。

2、杭州检仪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检仪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184000235896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兴路23号1号楼3层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志华

经济性质：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经营业务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生物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

股权结构：李志华先生持有90%股权，汪桂梅女士持有10%股权，李志华与汪桂梅系夫妻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

（四）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业务、技术

1、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主要产品及技术

嘉兴益康是嘉兴市政府2011年“创新嘉兴?精英引领计划” 领军人才项目，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专注于POCT（床边检测，穿戴式医疗）生物技术领域。拥有南湖区级科技研发中心和胶体金

检测技术中心。 产品均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快速、结果明了，轻巧便携等特点，广泛应用服务于医疗体检、

医院检查、传染病普查、肿瘤检测、家庭个人健康自检、农畜牧业、环境检测、公安海关检查等众多领域。经

过近3年的发展，嘉兴益康已经拥有十万级净化车间、万级实验室、2个研发中心，产能设计为10万人份试

纸条/天。

南京检康是首批南京321领军科技人才项目，以高科技生物诊断试剂为主导产品，以高质量微纳米抗

原抗体→高特异性/高灵敏度检测试剂盒为核心，专业生产酶联免疫、化学发光诊断试剂以及智能医疗仪

器等高科技检测产品。 南京检康在南京江宁大学城已经建成十万级GMP生产车间、万级实验室以及两个

专业冷库一个纯水系统和两个技术研发中心，为公司研发成果转化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基础。

杭州检仪豪是2012年度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项目第二批入选项目。主要产品是医用和家用

智能医疗检测仪器及生物诊断试剂产品，选择医院、医疗机构、体检中心、家庭使用产品为目标市场。经过

近2年的发展，杭州检仪豪已经完成GMP厂房装修、办公设备的购买，产能设计为40万人份试纸条/天。

三家公司拥有6项技术生产平台（检康生物为酶联免疫、化学发光技术研发生产平台；益康生物为胶

体金快诊技术和智能便携仪器研发生产平台；检仪豪生物为光电化学、干化学技术研发生产平台），既有

独立产品体系又能相互协同。

（1）已上市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情况 所属公司

1 电子体温计系列（硬头，软头） 浙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200420号 嘉兴益康

2 促黄体生成素检测试纸系列 浙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400907号 嘉兴益康

3 人绒毛膜促性腺素检测试纸系列 浙械注准2014240007 嘉兴益康

4 瘦肉精快速检测试纸系列（尿检）

获得浙江、江苏权威部门检测报告。 成功出口泰

国，并获好评。

嘉兴益康

（2）已完成研发，预计未来一年内（2015.3-2016.3）能获得批文的产品

智能医疗仪器类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注册进展情况 所属公司

1

电子血压计系列 （臂式，腕

式）

II类

已通过体考，已获省医疗器械检测院已检测报

告，步入注册最后环节，预计4个月内完成。

嘉兴益康

2 血糖仪系列及血糖试纸 II类

调试2个月，检测（1个月）及临床试验（2个

月）体考（1个月）报批文（2个月），预计8个

月内完成。

杭州检仪豪

3 激光无痛血糖仪 II类 预计8个月内完成。 杭州检仪豪

4 智能云端激光血糖仪 II类 预计12个月内完成。 杭州检仪豪

生物诊断试剂类

序号 产品名称 采用技术 类别 注册进展情况 所属公司

1

病理组织信号放大

固定液

生物化学 I类

正在准备申报材料 市级审批，预计3个月内完

成。

嘉兴益康

2

粪便寄生虫检测试

剂盒

生物化学 I类

正在准备申报材料 市级审批，预计3个月内完

成。

南京检康

3

胃病胃癌早期检测

二项试剂盒

酶联发光 II类

正准备检测（1个月）及临床试验（2个月）体

考（1个月）报批文（2个月）预计6个月内完

成。

南京检康

4 骨钙素检测试剂盒 酶联发光 II类

正准备检测（1个月）及临床试验（2个月）体

考（1个月）报批文（2个月）预计6个月内完

成。

南京检康

5 不孕不育抗体七项 酶联发光 II类

调试2个月，检测（1个月）及临床试验（2个

月）体考（1个月）报批文（2个月）预计8个月

内完成。

南京检康

6

瘦肉精肉检系列检

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

无需报

批

预计8个月内完成 嘉兴益康

（3）未来2-3年内能获得批文的产品

智能医疗仪器类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简介 进度

1 智能外红外体温仪系列 II类

实时显示，高温预警，远红外检测，智能互联网远程

数据传输分析。

在研

2 穿戴式数字体温计系列 II类 奶嘴式、腕贴式、智能互联网数据分析传输。 在研

3 智能云端血压仪系列 II类

可穿戴式医疗，智能互联网数据上传分析。 智能云端

高血压之家大数据管理系统。

在研

4 智能数字生命监控仪 II类

集定位，摔倒，血压、呼吸、脉搏、血脂等生命体征等

实时监测功能一体机， 智能云端健康之家大数据管

理系统。

在研

5 智能云端无创血糖仪 II类

无需采血和试纸，通过人体唾液进行血糖的监测，实

时血糖数据传输，为预防治疗提供及时有效依据，智

能云端血糖之家大数据管理系统。

在研

6 智能云端尿液分析仪 II类

无需专业操作，一次检测12项指标，智能实时数据分

析传输。 智能云端大数据管理系统。

在研

7 智能云端无创血糖监测系统 II类

无需采血和试纸， 通过人体体液或者植入皮内进行

血糖的实时监测，数据传输，预防报警。

在研

8

智能免疫层析检测仪及配套

试剂

II类

智能定量分析检测，实时数据结果，同一仪器可用于

多项疾病标本检测数字分析打印传输。 适用急诊科

室，基层医疗单位，5分钟出结果，方便快捷简单。

在研

9 特定蛋白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II类

主要用于检测血清、血浆和尿液中的特定蛋白浓度，

是一款适合多科室使用的设备。 特种蛋白分析仪适

合体检中心、急诊、门诊、ICU以及儿科、检验科、免疫

科、传染科等科室。

在研

10 便携智能PCR仪及配套试剂 II类

数字PCR技术， 是一种全新的对核酸进行检测和定

量的最新技术方法 ， 适用中大类型医院科室和疾控

系统传染病确诊。

在研

11

便携智能化学发光仪及配套

试剂

III类

操作简单方便，智能数据传输，轻小便携，适用中大

类型医院科室和小型医疗机构。

在研

12

便携式食品安全检测仪配套

试剂

主要用于食品中有害物质的检测， 方便执法部门及

消费者现场检测。

在研

生物诊断试剂类

序号 产品名称 采用技术 类别 简介 进度

1 性病五联金标快速检测卡 胶体金法 III类

一次样本即可同时检测艾滋病、淋病、梅毒、支

原体、衣原体等五种性病感染源，大大方便了

临床检测和性病筛查工作。

已完成研发、获得

独家专利

2

优生优育五联金标快速检

测卡

胶体金法酶联

免疫

III类

一次加样即可完成五项病原体的检测，检测方

法快捷，费用低，广泛应用于优生优育普查，婚

检等。

已完成研发、获得

独家专利

3

人血脂蛋白磷脂酶定量测

定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

II类

用于快速监控和预测心脑血管栓塞性疾病，是

心脑血管疾病快速预警检测的产品。

在研

4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检测试

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

II类

该检测可预警恶性肿瘤病变的活跃，作为肿瘤

早期预警检测。

在研

5 钠尿-BNP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

II类

该品有效检测心梗心衰，心脑血管疾病的预警

与监控。

在研

6 人脂联素定量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

II类

本品用于准确定量人类血清和血浆中HMW

脂联素的水平，检测血液中的ADP含量，可以

预测Ⅱ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评价药物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效果。

在研

7 戊肝IgG抗体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

III类

戊型肝炎是由于一种RNA病毒引起的急性病

毒性肝炎， 近二成中国人带有戊型肝炎抗体，

意味曾受感染。 易感染人群为青少年和孕妇，

孕妇感染死亡率高达20%。 该系列产品可快速

检测戊型肝炎感染源。

在研

8 戊肝IgM抗体检测试剂盒 III类 在研

9 戊肝IgA抗体检测试剂盒 III类 在研

10 戊肝总抗体检测试剂盒 III类 在研

11 丙肝核心抗原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胶体金法

III类

丙型肝炎全球性流行，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

死和纤维化， 甚至肝硬化肝癌。 未来20年内

HCV感染将继续增加， 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

公共卫生问题。

在研

12 甲丙戊肝三联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 III类

我国是肝病大国，该项产品综合了三项肝病检

测，仅一次取样即可完成三项检测。

在研

13 肺炎三联六项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胶体金法

III类

肺炎的诊断十分复杂， 病因是多种多样的，特

别是老人和婴幼儿的本病较为隐性，本品可缩

短肺炎检测时间，多方向检测感染源。

在研

14 人降钙素原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化学

发光胶体金法

II类

降钙素原检测是对全身细菌感染的诊断、鉴别

诊断、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判断。 细菌感染和非

细菌性炎症反应的鉴别诊断细菌感染和病毒

感染的鉴别诊断系统性严重细菌感染、脓毒败

血症的早期诊断新生儿、小儿感染的诊断与鉴

别诊断感染高危人群的动态监测评价严重感

染性疾病临床进程、治疗效果及预后，本品3分

钟检测细菌感染， 可大幅缩短感染诊断时间，

满足常规临床条件。

在研

15 维生素D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胶体

金法

II类

本品主要用于检测人体维生素D的缺乏，为骨

质疏松症预警。儿童、孕妇的需求量大，老年人

则是维生素D的最高危人群。

在研

2、主要产品介绍

激光无痛血糖仪系列产品

杭州检仪豪一直致力于便携、可穿戴式的智能医疗检测设备的研发，公司的重点研发项目为智能互

联网激光无痛血糖仪系列产品。 该项目第一代产品主要在于应用激光无痛采血代替常规采血针取血，使

用户操作更舒适快捷；第二代产品在激光无痛采血的基础上增加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应用，实现互联网实

时数据传送，高糖预警，健康饮食，医药推荐，打造糖友健康之家；第三代产品实现智能互联网无创血糖

仪，不需要采血和试纸，仪器采用唾液即时检测，智能实时传输，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目前，该项目的第一

代产品激光无痛血糖仪及配套血糖试纸已完成研发。

病理组织信号放大固定液

嘉兴益康通过与临床病理医生密切接触和探讨，发现现行病理标本的保存和固定处理技术有比较大

的缺陷，医院手术以后都是常规使用福尔马林浸泡组织标本，组织标本浸泡以后容易变形，另外病理组织

固定处理后其标本内的蛋白分子有抗体功能区域会缺失和隐藏， 使得标本中的蛋白分子不能与抗体结

合，出现病理免疫组化结果的假阴性。 为此，嘉兴益康经过大量试验，成功开发了一种能防止新鲜病理组

织标本浸泡变形，放大蛋白信号避免蛋白分子功能域隐藏和缺失的技术，避免和减少了现有的病理固定

技术中蛋白分子的表达遗漏，减少抗体使用量，减少检测环节，病理蛋白图象更清晰，大大提高病理检测

精确水平。

病理组织信号放大固定液的创新点：

（1）、具有抗酸能力较强的病理蛋白分子信号固定放大技术；

（2）、放大病理组织蛋白信号，防止新鲜病理组织标本蛋白分子功能域隐藏和缺失；

（3）、保持蛋白磷酸化状态并且清楚显示病理蛋白图象更清晰；

（4）、集合组织样本保存，细胞保存，样本释放，组织固定，免疫组化抗原修复缓冲，原位杂交用蛋白

信号放大六大功能为一体。

不孕不育抗体七项

公司研发的不孕不育抗体检测系列全套7个产品（涵括男、女性检测）（酶联免疫法）：（1）抗精子抗

体检测试剂盒；（2）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试剂盒；（3）抗卵巢抗体检测试剂盒；（4）抗心磷脂抗体检测试

剂盒；（5）抗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检测试剂盒；（6）抗透明带抗体检测试剂；（7）抗滋养层细胞抗体

检测试剂盒。 该产品采用酶联免疫法技术，产品灵敏度更高特异性更强，具有良好的竞争优势。

骨钙素检测试剂盒

国内目前普遍采用的检测人体骨钙素含量方法为放射免疫检测法(RIA)，该方法操作复杂、时间长、

副作用大且检测成本高；公司研发的骨钙素检测试剂盒采用酶联和金标法，目前国内只有罗氏公司具有

进口酶联批文。 酶联和金标法操作简单、快捷，无副作用，可同时大批量检测，检测成本低，无污染、无伤

害。

（五）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

1、专利情况如下：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公告日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李志华

性病五联金标快速检

测卡

ZL�2011�2�

0128452.X

2011.04.27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全自动语音血糖仪

ZL�2011�2�

0125904.9

2011.04.26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全自动语音电子血压

计

ZL�2011�2�

0111002.X

2011.04.15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乙肝两对半金标快速

检测卡

ZL�2011�2�

0126948.3

2011.04.27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TORCH五联金标快速

检测卡

ZL�2011�2�

0127821.3

2011.04.27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宫颈癌快检试剂盒

ZL�2011�2�

0157443.3

2011.05.17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全自动美容按摩洗脸

仪

ZL�2011�2�

0111404.X

2011.04.15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李志华

心肌梗塞三合一金标

快速检测卡

ZL�2011�2�

0128061.8

2011.04.27 2011.12.28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注：按协议约定，李志华先生个人所拥有的与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均归属标的公司。

（六）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生产经营的资质文件

1、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序号 证书编号 生产范围 发证机关 所属单位 有效期限

1

浙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30028号

第二、三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第二

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 第二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浙江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嘉兴益康

2013/09/03

2018/03/

25

南京检康及杭州检仪豪由于尚未获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故未能获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七）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拥有的土地及房产

标的公司无自有土地及产房，现有办公及生产场所均为租用的他人房产。

（八）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截止目前，两家关联企业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近2年及1期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业绩如下（未经审计）：

1、嘉兴益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12.31 2014.12.31 2015.3.31

资产总额 7,944,755.77 4,727,616.02 4,465,183.13

负债总额 4,944,755.77 2,912,553.88 2,899,490.64

资产净额 3,000,000.00 1,815,062.14 1,565,692.49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1-3月

营业收入 40,196.35 13,953.00

营业成本 27,873.97 17,204.47

利润总额 -1,184,937.86 -249,369.65

净利润 -1,184,937.86 -249,369.65

2、南京检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12.31 2014.12.31 2015.3.31

资产总额 4,040,350.00 6,294,997.00 6,294,997.00

负债总额 1,040,350.00 3,295,473.00 3,294,997.00

资产净额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杭州检仪豪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12.31 2014.12.31 2015.3.31

资产总额 6,500,000.00 6,690,000.00 6,925,823.09

负债总额 1,500,000.00 280,000.00 2,263,859.00

资产净额 5,000,000.00 5,000,000.00 4,661,964.09

三、对外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2015年5月22日，本公司（协议之乙方）与李志华先生（协议之甲方）签署了嘉兴益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的增资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以货币资金人民币800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720万元为注册资本，增资后占标的公

司注册资本的85％，其余进入资本公积。 甲方增资款将于乙方增资到账工商变更完成后二个月内实缴到

位。 乙方以货币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180万元为注册资本，占标的公司总股本

的15％，其余进入资本公积。 乙方增资款将于本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实缴到位。

2、甲方同意，乙方增资到账标的公司工商变更完成后一个月内，由标的公司出资800万元收购甲方及

其关联方持有南京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检康” ）100%股权、杭州检仪豪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检仪豪” ）100%股权。

3、标的公司设立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2名，乙方委派1名,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标

的公司设立监事会，由2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1名，乙方委派1名,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4、公司以下事项的决定除公司法规定须经股东会决议事项外，须通过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

决同意且须经乙方委派的董事同意方能通过：公司章程修改变更；任何非正常关联交易；对外投资达到人

民币500万元（含）以上；重大资产处置达到前期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重大贷款、借款、担保（重大是指

总额超过总资产20%或净资产30%）；制订年度预算与决算方案；制订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议案；制订股

东分红方案；制订股权激励计划；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制订公司解散和清算方案

等。

5、甲方无条件同意，在上述时限到期后三个月内，乙方有以下增资的选择权：乙方增资1000万元取得

标的公司5%股权，累计出资3000万元取得标的公司20%之股份；若乙方届时行使上述增资权利，增资后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275万元，其中甲方持有80%股份，乙方持有20%股份。

6、基于乙方拥有良好的电子商务营销能力和全国销售网络，甲方同意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其适合

电子商务营销的产品给乙方电子商务渠道进行市场销售，同等条件下乙方拥有优先权，具体产品、规格、

价格由标的公司确定。

7、甲方就以下内容做出特别声明和保证：保证标的公司拥有独立的产、供、销体系；除乙方出具书面

形式确认同意，甲方不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的资产和资金，也不得要求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为甲方及其

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甲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从事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的业务；甲方目

前所拥有的与本协议第一条公司经营范围相关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均应完整

转移并归属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甲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上述第4项所述之知识产权因侵犯第三

方利益招致诉讼、索赔等损失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甲方应承担相应之责任与损失；甲方关联自然

人不得在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财务、销售、生产等核心管理岗位担任相应职务；增资前，甲方系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合法持有者，甲方已全额缴纳了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在本协议签署前，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除已经披露的，不存在另外已经发生且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其他法律程序的情形。

8、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本协议经甲方本人及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单位公章；乙方董事会作出决议批准本出资协议的议案。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慢性病领域正确有效地使用诊断产品，可以大幅度

降低医疗成本。 体外诊断费占医疗保健支出总费用的比例将持续上升，且上升空间巨大；同时，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实施将加快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大将有效提高城乡居民

的就诊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将启动广阔的农村医疗消费市场，体外诊断试剂

的需求也将快速增加。

在此背景下，本公司此次投资标的公司的投资机会主要如下：

1、尝试进入体外诊断试剂行业。 虽然未来药品总需求仍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是未来的医疗保健

支出费用结构上药品与诊断试剂将表现为此消彼长的趋势，公司现在进入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将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比较制药行业，在制造环节，诊断试剂行业具轻资产特点，符合本公司未来投资轻资产的要求，

有利于控制未来投资规模与投资风险。 此外，比较制药行业政府漫长的新药审批、注册，生产环节严苛的

GMP管理，销售环节复杂的招投标等程序，特别是药品价格不断下行的外在压力与表现，诊断试剂行业

所处的环境相对宽松，尤其在营销环节具相对较大的操作空间，是公司突破制药行业重围的一项尝试性

行动。

2、进入智能穿戴设备领域。 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具备实现智能移动穿戴设备的先天优势，未来尤其在

慢病领域最具实现家庭化普及使用条件，为本公司推进大健康产业平台提供大数据支持，是完善互联网

医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是支持未来远程医疗投资的有力布局。

3、发挥营销模式多样化优势，丰富公司的产品线。 体外诊断试剂产品根据其特性分类可以通过处方

药营销渠道，有通过OTC渠道，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传统商超渠道实现，其产品未来与公司现有多样化

的营销渠道进行协同，可以通过珍诚“药联五万家”在药店、未来“健康管理中心” 等渠道实现销售，大力

丰富珍诚医药的产品线，支持珍诚“药联五万家”的市场开拓。

4、符合公司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导向。 诊断试剂产业结合了生物技术、传感技术、信息技术等

多技术平台，总体符合公司“十三五”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导向。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可能面临产品质量风险、新产品研发和注册风险、产业政策变化风险及核心技术失密的风

险。 公司将充分关注国家、行业和地方政策以及市场的变化，注重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品牌、人才、技术和

资金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坚持主业不动摇，勇于开拓，审慎决策，努力培育、加强公司的整合、发展能力，积

极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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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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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6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6月12日 上午 9点30分

召开地点：杭州满觉陇路2号 杭州海华满陇度假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6月12日

至2015年6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

3

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

议案

√

5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

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获公司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事项参见2015年5月28日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

告。

2、特别决议议案：1、2、3、4、5、6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2 康恩贝 2015/6/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代理人凭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帐户卡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高新经济开发区滨江经济园滨康路568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杨俊德、陈芳、王洁

电话：0571-87774710，87774828，87774827

传真：0571－87774709

邮政编码：310052

3、登记时间：2015年6月 8日 --1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6：00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而影响到正常投票，后续进程则按照当日通知或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进行。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8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 ?

2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 ? ?

3

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 ?

4

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

议的议案

5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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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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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监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5月

27日在杭州滨康路56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22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各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志国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资产：交易对方持有的珍诚医药的4230万股股份（占其股份总数的26.44%）

2、交易对方：和瑞控股有限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魏坚、吴勤富、王国娟、章林琴、贾帼宏、陈兴良、赵跃宝、周荣祖、陈慧玉、方萍、石金珠、许芬娟

3、拟购买标的资产的方式：康恩贝拟以现金方式购买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资产

4、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23265万元

5、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按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后的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7、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标的公司的股份转让及相应的股东变化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由目标公司负责办理，转让方、受让方予以协助，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转

让方、受让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且转让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后7天内，协助目标公司向

目标公司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目标股份过户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8、款项支付：在双方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51%，作为目标

股份的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上述第一期转让款项支付后10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当会同目标公司负责办

理完成目标股份过户必要的工商（或其他法定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在转让股份完成本次股份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备案（或者目标股份股东变更登记）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49%，作为目标股份的第二期股份转让款。

9、债权债务处置：转让方与目标公司承诺不存在未在审计报告披露的债务、担保和或有债务。就目标

公司存在的未披露债务和担保，由转让方承担相应责任，而受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受让方因此而遭

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转让方应当就该等损失向受让方做出赔偿。

10、决议有效期：本次重组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有利于推动公司长远、健康、持续地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等相关文件规定，编制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九）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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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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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5月4日发布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4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已分别

于2015年5月9日、5月16日和5月23日公告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5年5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并发布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

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落实非许可类并购重组事项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相关问答，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公司将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及时申请股票复牌。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

产重组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8日

(上接A5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