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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92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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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江苏

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7.374%、7.374%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5,532.88

万元、5,532.8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津荣通鼎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自然人姜锋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权比例由54.25%变更为39.502%。由于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南京威越博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永强与南京威越华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威越鸿生

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龚彦春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后上述三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江苏威凯尔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45.75%的股权，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威凯尔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9,500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及所属子公

司将继续为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述 9,500 万元融资提供担

保，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以其持有的维卡格雷相关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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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权 （ 专 利 号 为 ZL201210343190.8 、 ZL201010624329.7 、

ZL201210036161.7、ZL201310380089.4、ZL201310435357.8）在股权

转让生效日到融资到期日期间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上述担保提供

反担保。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20]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江苏威凯尔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用于提供反担保的维卡格雷相关 5 个专利权的市场

价值为 10,120.13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了分享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多年

来的研发、经营成果，回笼资金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江苏威

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

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激发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层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7.374%、7.374%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5,532.88 万元、5,532.8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津荣通鼎康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自然人姜锋。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比例由 54.25%变更为 39.502%。由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江苏威凯尔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南京威越博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永强（现任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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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京威越华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威越鸿生物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龚彦春（现任江苏威凯尔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后

上述三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5.75%的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5 名董

事构成）将进行改组，南京威越博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威越华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南京威越鸿生物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提名 3 名董事，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2 名董事，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此事项已经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十九次临时

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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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2 月 28 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荣通鼎康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然人姜锋分别签署了《江苏威凯尔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购售协议》。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宝成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79,329.3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2 月 

经营范围：销售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消杀产

品、药用辅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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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856,766,968.74 元，总负债为 2,038,462,445.66 元，净资产为

818,304,523.08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60,124,603.49 元，净利润

-65,800,639.49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251,441,175.32 元，总负债为

2,475,937,017.11 元，净资产为 775,504,158.21 元，2020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402,748,494.04 元，净利润-43,239,007.73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天津荣通鼎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磊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财务咨询等 

合伙人情况：自然人王磊为其普通合伙人，隆昌天时（天津）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隆昌地利（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隆昌人和（天

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有限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王磊 

王磊，男，中国国籍，住所天津市，现任天津隆昌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津隆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119,239,185.41 元，总负债为 5,532,379,086.32 元，净资产为

1,586,860,099.09 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454,631,531.51 元，净利

润 425,813,498.5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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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锋 

姜锋，男，中国国籍，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受让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康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44.52 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3,544.52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经营范围：医药中间体、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型药

物的研发、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等 

主要股东：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4.25%股权，南京威

越华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36.03%股权，南京威越

博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86%股权，南京威越鸿生

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86%股权。 

2015 年 3 月，经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亚泰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收购江苏威凯尔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增资，其中收购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31.11%股权，收购金额 4,500 万元，出资 10,500 万元对江苏

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公告详见 2015 年 3 月 10 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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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化药创新药研发为主的医药企

业，在研的国家化药一类新药维卡格雷现已完成Ⅱ期临床试验。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截至本公告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威凯尔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1,400 万元出资额股权已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转让的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准审字[2020]2263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38,044,551.89 元，

总负债为 202,904,069.34 元，净资产为 135,140,482.55 元，2019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125,089,149.72 元，净利润 1,392,779.72 元；截止 2020

年 10月 31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59,227,605.56

元，总负债为 367,688,234.13 元，净资产为 91,539,371.43 元，2020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8,496,410.42 元，净利润-47,635,375.50 元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0月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影响净利润 1,531 万元、

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净利润 3,803 万元。 

2、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20]第 119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

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

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75,031.63 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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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目的：因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江苏威凯

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4.75%股权事宜，对所涉及的江苏威凯尔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实

施股权转让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为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

东权益市场价值。 

本次资产评估的范围是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上所列示的全部资产负债及企业申

报的所有账外无形资产。 

（3）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  

（4）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评估。 

（5）评估结论：经实施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江苏威凯尔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结果如下： 

采用收益法对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进

行了评估，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基准日审计后总资产

45,922.76 万元，总负债 36,768.82 万元，净资产 9,153.94 万元。评估

结论为 75,031.63 万元，评估增值 65,877.69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720%。 

该评估结果未考虑少数股权折价及多数股权溢价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也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6）主要特别事项说明： 

①评估基准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土地 13078.24 平米

（土地证号：苏 2018 宁浦 0041934）已经抵押给建设银行江苏省分

行。 

 ②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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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2,621.02 为公司新建投入使用药学楼和化学楼，不动产登记证正

在办理当中。 

③截止评估基准日维卡格雷项目已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取得Ⅰ、

Ⅱ、Ⅲ期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维卡格雷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进入

Ⅱ期临床，据Ⅱ期临床研究总结报告显示，Ⅱ期临床研究已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完成。 

四、股权购售协议主要内容 

2020 年 12 月 28 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售方）分别与

天津荣通鼎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自然人姜锋（收购方）

签订了《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购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转让标的 

本协议所称转让标的，是指出售方合法持有的江苏威凯尔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261.375 万元出资额股权（占

目标公司股权的 7.374%）。 

2、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确定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准，并考

虑目标公司资产现状等因素。双方约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532.88 万元。 

目标公司交割时，双方有权依照审计、评估报告调整交易价格，

如需调整由双方另行协商以书面方式确认。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

公司产生的损益全部由出售方享有及承担。 

3、价款支付 

收购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出售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全部价款。

收购方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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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交割 

购、售双方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交割（如遇特殊情况不

能完成交割，则交割日由购、售双方协商确定）。 

5、违约责任 

出售方须按照本协议约定出售、交割目标公司股权，否则应赔

偿因此给收购方造成的损失。收购方须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交易价

款，每迟延一日，向出售方支付应付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出售方延

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每延迟一日，应按收购方已付款总额的

万分之五向收购方支付违约金。 

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双方

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创新药研发的企业，评估

基准日未来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在研创新药项目本次采用收益法进

行评估，根据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及在研创新

药项目进度，将创新药项目未来上市销售的收益进行了合理预测，得

出评估结果，形成了较高的增值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30,649 万元（主

要为处置股权和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调整产生的收益，此数据未经审

计，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担保及往来情况 

1、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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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9,500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将继续为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述 9,500 万元融资提供担

保，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以其持有的维卡格雷相关 5 个

专 利 权 （ 专 利 号 为 ZL201210343190.8 、 ZL201010624329.7 、

ZL201210036161.7、ZL201310380089.4、ZL201310435357.8）在股权

转让生效日到融资到期日期间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反担保。根据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科华评报字[2020]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用于提供反担保的维卡格雷相关 5 个专利权的市场价值为 10,120.13

万元。 

2020 年 12 月 28 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所

属子公司签署了上述专利的《质押合同》。 

2、往来款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尚欠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往来款 9,750.50 万元。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还款承诺函》，承诺在 2021 年末前偿还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欠

款不少于 5,000 万元，剩余部分欠款将于 2022 年末前全部偿还完毕，

借款期间按照 6.09%的年化利率支付利息。若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违反本承诺函的约定延迟还款，除应正常支付的利息外，还应

就延迟支付款项的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额外向公司及所属子

公司支付违约金。 

七、备查文件 

1、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准审字

[2020]2263 号审计报告； 

2、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20]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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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号、[2020]第 119 号资产评估报告； 

3、公司 2020 年第十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4、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购售协议； 

5、质押合同； 

6、还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