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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证券代码：600062�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书

及其摘要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中财

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

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

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别提示

1、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19.69元/股，该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批准。

2、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152,774,683股。

3、 本公司已于 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新

增股份登记手续。

4、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限售流通股，限售期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之日起开始计算。

5、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724,470,631股，其中，社会公众股持有

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以上，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证券法》、《上市规

则》等有关股票上市交易条件的规定。

本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仔细阅读《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释 义

在本公告书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告书 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

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华润双鹤、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药集团 指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华润医药集团 指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股 指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赛科、标的公司 指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华润双鹤控股股东

交易双方 指 华润双鹤、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华润双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交易 指 华润双鹤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向北药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华润赛科100%股权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

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并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伦、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本公告书摘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

异。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及标的资产估值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药集团持有的华润赛科100%股权，其中，

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北药集团支付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85%，以支付现金方式向北药集

团支付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15%。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润赛科100%股权，但公司主营业务并未发生改变，本

次交易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20150037）的《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15）第0387号），以2015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华润赛科母公司经审

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2,137.79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31,273.51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0,864.28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为92,936.22万元，评估增值62,071.94万

元， 增值率201.11%。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53,898.06万元， 评估增值

323,033.78万元，增值率为1,046.63%。

本次交易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确定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

商，本次华润赛科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353,898.06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已过户至

华润双鹤名下，标的公司已成为华润双鹤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工作。

二、本次发行情况

（一）交易标的

华润赛科100%股权。

（二）拟购买资产定价原则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20150037）的《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15）第0387号），以2015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华润赛科母公司经审

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2,137.79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31,273.51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0,864.28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为92,936.22万元，评估增值62,071.94万

元， 增值率201.11%。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53,898.06万元， 评估增值

323,033.78万元，增值率为1,046.63%。

本次交易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确定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

商，本次华润赛科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353,898.06万元。

（三）发行对象

北药集团。

（四）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五）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华润双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19.69元/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前，本公司如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

调整。

（七）发行数量

参照《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收购华润赛科100%股权交

易金额为353,898.06万元， 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北药集团支付本次交易价格的 85%，按

19.69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为152,774,683股。

（八）发行股份的禁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股价格 认股数量 限售期

1 北药集团 19.69元/股 152,774,683股 36个月

（九）上市地点

在禁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上交所上市。

（十）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包括北药集团在内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

共享本公司本次股份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2015年4月15日，华润双鹤与北药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2、2015年4月17日，华润双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

的议案》等议案；

3、2015年6月25日，北药集团召开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入所持有的华润赛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4、2015年6月25日，华润医药集团以董事会书面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医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向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入所持有的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5、2015年6月30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

案编号：20150037)；

6、2015年7月7日，华润双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润双

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议案；

7、2015年7月7日，华润双鹤与北药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8、2015年7月25日，本次交易方案经主管国资部门批准(国资产权[2015]668号)；

9、2015年8月7日，华润双鹤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10、2015年9月11日，华润双鹤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于2015年9月9日签发的《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通知》，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查，其决定对华润双鹤收购华润赛科股权案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

11、2015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医

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20号)，核准华润双鹤向

北药集团发行152,774,68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证券发行登记及股权转让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相关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华润赛科就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于2015�年11月30日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至

此，华润双鹤直接持有华润赛科100%股权，华润赛科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30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

验资，并出具了《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211606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1月30日，华润双鹤已收到北药集团用于认购华润双鹤152,

774,683股股份的缴纳出资30.08亿元。 变更后，华润双鹤注册资本总额(股本总额)为724,

470,631元。

（三）现金对价的支付

根据《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公司按期向本次交易对方北药集

团支付现金对价。 ?

（四）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 华润双鹤已于2015年12月3日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标的资产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

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

计达到的目标等）以及与交易双方签署的协议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经核查，重组期间上市公司及其交易对方未发生对本次交易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华润双鹤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均已生效。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交易双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上述协议，未

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作出承诺包括：

北药集团出具了《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关于华润赛

科的声明与承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关于避免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关于保持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所持华润双鹤股票锁定期

自动延长的承诺函》、《关于本次重组前持有的华润双鹤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另依据《资

产评估报告》之附表，北药集团承诺，华润赛科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20,376.65万元、21,570.88万元及23,078.85万元（以下简称“承诺

净利润数” ）；

中国华润总公司出具了 《关于避免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关于减少和规范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持华润

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华润医药集团出具了《关于重组完成后终止资金归集和关联借贷业务的承诺函》；

华润医药控股出具了《关于重组完成后终止资金归集和关联借贷业务的承诺函》；

华润赛科出具了《关于重组完成后终止资金归集和关联借贷业务的承诺函》。

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交易相关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公司已就本次资产重组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

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不存在无法办

理完成的实质性障碍。

（二）相关方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 由于部分承诺在某一时间段内持续有效，

因此相关方尚未履行完毕所有承诺。 在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相关方需要继

续履行相应承诺。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

有保障措施，对华润双鹤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第三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为北药集团。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华润双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19.69元/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前，本公司如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

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华润赛科100%股权评估值为353,898.06万元， 经过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353,898.06万元。根据本次重组的交易方式，交易对价的15%以现金方

式支付，85%以股份方式支付；本公司支付现金的金额为53,084.71万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数量为152,774,683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数量为724,470,631股。

五、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股价格 认股数量 限售期

1 北药集团 19.69元/股 152,774,683股 36个月

六、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1、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2、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600062

3、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重组中北药集团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华润双鹤的普通股股份，自普通股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但是，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4号》等适用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关规定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

华润双鹤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北药集团持有华润双鹤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第五节 本次交易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152,774,683 152,774,683

其他 0 0 0

小计 0 +152,774,683 152,774,68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小计(A股) 571,695,948 0 571,695,948

股份总额 / 571,695,948 +152,774,683 724,470,631

（二）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1,805,611 49.29

2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4,008,381 2.45

3 吴旗 13,437,200 2.35

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347,400 2.16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501,627 1.66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109,984 1.59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5,836,801 1.02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4,536,052 0.79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31,668 0.57

1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3,209,900 0.56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合计 385,913,724 67.50

（三）本次发行后（2015�年12�月3�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4,580,294 59.99

2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4,008,381 1.93

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347,400 1.70

4 吴旗 10,291,327 1.42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69,316 0.98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5,836,801 0.81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4,536,052 0.63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31,668 0.45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3,209,900 0.44

合计 524,000,239 72.33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并未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是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均不存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经立信审计的公司2015年1-8月及2014年度财务报表和备考财务报表，本次交易

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2015年8月31日

（实际）

2015年8月31日

（备考）

2014年12月31日

（实际）

2014年12月31日

（备考）

资产总计 681,681.75 769,410.20 661,929.63 740,560.69

负债合计 75,295.17 173,197.84 93,,492.57 175,757.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6,386.58 596,212.37 568,437.06 564,803.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605,820.03 593,540.19 567,912.53 562,256.36

每股净资产（元/股） 10.61 8.23 9.94 7.80

2015年1-8月

（实际）

2015年1-8月

（备考）

2014年度

（实际）

2014年度

（备考）

营业收入 271,399.80 332,611.47 428,096.10 515,322.89

营业利润 44,112.78 56,524.84 63,840.06 83,913.53

利润总额 45,987.48 58,689.22 65,837.81 88,077.34

净利润 37,949.53 48,605.22 54,366.48 73,853.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7,907.51 48,479.87 54,190.79 73,662.40

每股收益（元/股） 0.66 0.67 0.95 1.02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6.26% 8.17% 10% 13%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平将显著增加，

每股收益有所提升，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第六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华润赛科已

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新增152,774,683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

续；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

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

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

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

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过

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

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促

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

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标的公司股权已完整、合法地过户至华润双鹤名下，华润双鹤已就本次

股份发行完成股份登记手续，相关股份已正式列入华润双鹤的股东名册；同时，华润双鹤尚

需就本次新增股份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登记变更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20号）；

2、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中伦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立信出具的《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211606

号）；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6、《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春城

联系人：郑丽红

电话：（010）64742227

传真：（010）64398086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黄江宁

电话：（010）60836569

传真：（010）60833940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15－057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华润赛科撤回左乙拉西坦片

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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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局” ）发布了《关于62家企

业撤回87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5年第259号），公告显示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 ）

左乙拉西坦片申请了报生产注册撤回。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左乙拉西坦片

剂 型：片剂

规 格：0.5g

申请事项：已有国家标准药品的申请：化学药品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 请 人：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 理 号：CYHS1590005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左乙拉西坦片的主要适应症为： 用于成人及4岁以上儿童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的加用

治疗。

2013年8月1日，国家食药监局批准了左乙拉西坦片进行临床试验。

2015年3月2日，华润赛科就左乙拉西坦片向国家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提交申报生产

申请。

2015年11月10日国家食药监局发布了 《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要点的

公告》（2015年第228号），华润赛科根据第228号公告的核查要点，重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评估，发现临床试验存在缺陷，因此华润赛科提交了左乙拉西坦片申报资料撤回申请。

截至本公告日，华润赛科该药品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338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华润赛科撤回左乙拉西坦片药品注册申请不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润赛科

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润赛科高度重视新药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

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内外部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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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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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52,774,683股

发行价格：19.69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时间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认购股数 限售期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69元/股 152,774,683 36个月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 )就本次发行股

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5�年 11月 30�日取得

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至此，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润双鹤” 或“本公司” )直接持有华润赛科100%股权，华润赛科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决策过程及核准情况

1、2015年4月15日，华润双鹤与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药集团” )签

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2、2015年4月17日，华润双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

的议案》等议案；

3、2015年6月25日，北药集团召开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入所持有的华润赛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4、2015年6月25日，华润医药集团以董事会书面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医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向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入所持有的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5、2015年6月30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

案编号：20150037)；

6、2015年7月7日，华润双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润双

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议案；

7、2015年7月7日，华润双鹤与北药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8、2015年7月25日，本次交易方案经主管国资部门批准(国资产权[2015]668号)；

9、2015年8月7日，华润双鹤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10、2015年9月11日，华润双鹤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于2015年9月9日签发的《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通知》，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查，其决定对华润双鹤收购华润赛科股权案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

11、2015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医

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20号)，核准华润双鹤向

北药集团发行152,774,68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52,774,683股

3、发行价格：19.69元/股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11月30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

验资，并出具了《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211606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11月30日，华润双鹤已收到北药集团用于认购华润双鹤152,

774,683股股份的缴纳出资30.08亿元。 变更后，华润双鹤注册资本总额(股本总额)为724,

470,631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 华润双鹤已于2015年12月3日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

(四)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华润赛科就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5�年 11月 30�日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至此，华润双鹤直接持有华润赛科100%股权，华润赛科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现金对价的支付

根据《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公司按期向本次交易对方北药集

团支付现金对价。

(六)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批准、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华润赛科已

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新增152,774,683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

续；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

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

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

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

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过

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

大障碍，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促

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

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标的公司股权已完整、合法地过户至华润双鹤名下，华润双鹤已就本次

股份发行完成股份登记手续，相关股份已正式列入华润双鹤的股东名册；同时，华润双鹤尚

需就本次新增股份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登记变更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发行及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认购股数 限售期

北药集团 19.69元/股 152,774,683 36个月

注：北药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所认购获得的华润双鹤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5年11月13日披露的《华润双鹤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五节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之“(五)发行股份的

锁定安排” 。

2、认购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7层

注册资本 2,32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王春城

经营范围

销售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医疗器械(含II、III类)，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自有房屋出租(产权证号：京房权证西字第200037号，规划用途：办公)

发行对象北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截至2015年9月3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1,805,611 49.29

2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4,008,381 2.45

3 吴旗 13,437,200 2.35

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347,400 2.16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501,627 1.66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109,984 1.59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5,836,801 1.02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4,536,052 0.79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3,231,668 0.57

1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56

合计 385,913,724 67.5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截至2015年12月3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4,580,294 59.99

2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4,008,381 1.93

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347,400 1.70

4 吴旗 10,291,327 1.42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69,316 0.98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5,836,801 0.81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4,536,052 0.63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3,231,668 0.45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09,900 0.44

合计 524,000,239 72.33

本次交易并未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152,774,683 152,774,683

其他 0 0 0

小计 0 +152,774,683 152,774,68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小计(A股) 571,695,948 0 571,695,948

股份总额 / 571,695,948 +152,774,683 724,470,63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披露的 《华润双鹤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第一节本次交易

概况”之“四、本次重组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及“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黄江宁

电话：(010)60836569

传真：(010)60833940

(二)法律顾问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1/36/37

单位负责人：张学兵

联系人：吴思

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

(三)验资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3层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联系人：陈克选

电话：(010)62878880

传真：(010)6823811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211606号)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5日

交易对方：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7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7层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