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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63) 
 

 
海外监管公告 

 

以下为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刊发之公告。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于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八位执行董事，分别为蔡来兴先生、

蔡育天先生、瞿定先生、吕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钱世政先生、姚方先

生及唐钧先生；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为罗嘉瑞先生、吴家玮先生及

梁伯韬先生。 
 
 

证券代码：600607       股票简称：上实医药       编号：临 2007-18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实控股”）之全资附属公司上实医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实健康”）持有的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青春宝”）

55%股权、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胡庆余堂药业”）51.0069%

股权、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药厂”）61%股权、辽宁好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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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好护士”）55%股权、上实健康的

全资附属公司运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诚投资”）持有的杭州胡庆余堂

国药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胡庆余堂国药号”）24%股权及 250 万元人民币增

资款相应的权益1
。 

公司已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现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正大青春宝、辽宁好护士、胡庆余堂药业、厦门中药厂、胡庆余堂国

药号五家标的企业三年一期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34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27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29 号、信会

师报字（2007）第 23342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23344 号、信会师报字（2007）

第 11732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37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30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38 号、信会师报字（2007）第 23345 号），上

实医药 2007 年和 2008 年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35 号、

信会师报字（2007）第 11736 号），上实医药三年备考合并报表之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07）第 11739 号）；以及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正大

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之资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70413014 号）、《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之资产评估

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70418024 号）、《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整体资产

评估项目之资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70424026 号）、《辽宁好护

士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之资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

报字第 DZ070426139 号）、《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之

资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70417024 号），将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

下： 

一、标的企业的审计、评估结果 

1、正大青春宝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正大青春宝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5,703 万元、净

资产为 48,234 万元，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7,203 万元、净利润 14,678
                                                        
1 运诚投资现持有胡庆余堂国药号 24%的股权，并拟对其增资 250 万人民币，增资款已投入，相关手续正

在办理中，增资完成后将持有胡庆余堂国药号 2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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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正大青春宝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7,119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5,667 万元，2007 年上半年，正大青春宝实现营业收

入 48,61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33 万元。 

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正大青春宝按收益法评估的全体股东

权益评估值为 195,732 万元，该等评估值尚待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备案和确认。 

2、胡庆余堂药业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胡庆余堂药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380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24,734 万元，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101 万元、净利润

1,554 万元；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胡庆余堂药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2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5,639 万元，2007 年上半年，胡庆余堂药业

实现营业收入 12,55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2 万元。 

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胡庆余堂药业按收益法评估的全体股

东权益评估值为 30,173 万元，该等评估值尚待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备案和确认。 

3、厦门中药厂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厦门中药厂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650 万元、净

资产为 12,289 万元，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693 万元、净利润 2,758

万元；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厦门中药厂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105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348 万元，2007 年上半年，厦门中药厂实现营业收

入 7,43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3 万元。 

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厦门中药厂按收益法评估的全体股东

权益评估值为 22,737 万元，该等评估值尚待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备案和确认。 

4、辽宁好护士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辽宁好护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137 万元、净

资产为 13,740 万元，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788 万元、净利润 940 万

元；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辽宁好护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6,574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022 万元，2007 年上半年，辽宁好护士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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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4 万元。 

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辽宁好护士按收益法评估的全体股东

权益评估值为 17,800 万元，该等评估值尚待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备案和确认。 

5、胡庆余堂国药号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胡庆余堂国药号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982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3,245 万元，2006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892 万元、净利润 675

万元；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胡庆余堂国药号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63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771 万元，2007 年上半年，胡庆余堂国药号营业

收入 5,90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8 万元。 

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胡庆余堂国药号按收益现值法评估的

全体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6,330 万元，该等评估值尚待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备案和

确认。 

二、各标的股权收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1、 交易各方及签订时间 

标的股权中涉及正大青春宝、胡庆余堂药业、厦门中药厂、辽宁好护士的购

买方为上实医药及上联国际，出售方为上实健康；涉及胡庆余堂国药号的收购方

为上实医药，出售方为运诚投资。该等协议签订的时间计划在标的资产评估值经

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和确定，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购买资产事宜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通过后签署。 

2、 具体收购交易结构 

现资产所有方 标的股权 比例 交易价格

（万元） 
收购方 支付方式 

 

上 

 

实 

正大青春宝 
55% 

33.39% 66,086 上实医药 股票 

20% 39,585 上联国际 现金 

1.61% 3,189 上实医药 现金 

胡庆余堂药业 22% 7,302 上联国际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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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51.0069% 
29.0069% 9,627 上实医药 现金 

厦门中药厂 
61% 

16% 3,679 上联国际 现金 

45% 10,346 上实医药 现金 

辽宁好护士 
55% 

10% 1,800 上联国际 现金 

45% 8,100 上实医药 现金 
运诚投资 胡庆余堂国药号 

24%及 250 万元

增资款相应权益 

24%及 250
万元增资款

相应权益 
1,786 上实医药 现金 

在相关评估报告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和确认后，上述交易价格方最终确

定。 

3、 协议的生效条件 

(1) 各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 标的股权的转让行为取得各方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 

(3) 标的股权转让行为取得标的企业内部权力机构审议通过； 

(4) 标的股权转让行为取得相应外资主管部门批准或豁免（如需）； 

(5) 上实医药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得中国商务部、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审批、核准及/或豁免； 

(6) 其他单位、主管部门等的审批、核准及/或豁免（如需）。 

 

三、董事会关于拟收购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为使本次收购公平、合理，上实医药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

交易中的目标企业进行评估。 

1、 评估机构对评估方法的说明 

收益现值法适用于企业整体资产转让、股权转让、收购等持续经营假设前提

下的评估。本次评估目的系上实医药收购标的股权，为此需对标的公司的整体资

产在评估基准日所反映的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是较为

适宜的。此外，标的企业历年销售收入、利润情况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对于未

来的企业经营状况相对可以比较合理的预测，故也适宜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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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会意见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现值法对本次拟收购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参考重置成本法进行了验证。 

企业未来预期获利能力是其价值的核心所在，在整体资产或企业股权的买卖

交易中,人们购买的目的往往更关注于资产的获利能力。因此，从未来预期收益

折现方法求取的企业价值评估结论便于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判断提供参考。从经营

情况来看，5 家目标企业都有较好的经营业绩，盈利能力较强，在各自的地域及

各自的行业中均为优质企业，目标企业营业现金流良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收

益现值法评估的基础较为合理。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实医药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股权所对应的权益帐面值经审

计合计为 61,137 万元，评估值合计为 148,221.68 万元，评估增值 87,084.7 万

元，评估增值率 142.44%。董事会认为，收益现值法较好地体现了公司良好的

成长性、稳定的客户资源、合理的产品结构、完善的销售网络、科学的管理体制、

雄厚的产品研发能力及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贡献，评估增值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内在价值。 

此外，2006 年境内中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61.07 和

6.09；2006 年香港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23.83 和 1.86。

公司本次拟收购标的股权评估值 148,221.68 万元（相应标的企业的评估值尚待

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备案和确认），如果经备案后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5.15 亿元，以此计算，本次收购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3.07 倍，远低于可比公

司市盈率的平均数；收购价格对应的市净率为 2.76 倍，高于香港同类上市公司

市净率的平均值，但远低于境内同类上市公司市净率的平均数。 

综上，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交易中的评估方法选取得当，标的股权

的定价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讨论与分析 

1、 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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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新增股数

（股）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SHANGHAI 
INDUSTRIAL 
YKB LIMITED 

160,440,885 43.62% 0 160,440,885 33.77%

上实健康 0 0.00% 46,770,000 46,770,000 9.85%

其他现金认购人 0 0.00% 60,450,000 60,450,000 12.73%

本次交易前其他

流通股股东 
207,373,936 56.38% 0 207,373,936 43.65%

合计 367,814,821 100.00% 107,220,000 475,034,821 100.00%

注：本股权结构预测是基于 15.15 亿元的交易协议价和 14.13 元/股的发行价格，且上实健康认购

46,770,000 股，其他机构投资者以现金认购 60,450,000 股的假设，最终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在取得发

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本报告中涉及对交易前后的总股本

和股权结构变化的估计内容皆依据上述假设。 

2、 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从一家主要从事化学药品、生物药品和医疗器械

等生产销售的医药企业转变为从事中药药品、化学药品、生物药品和医疗器械业

务等四大板块业务，从而产业链更加完整的综合类医药上市公司，公司的持续发

展能力及综合抗风险能力获得了进一步加强。 

3、 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1） 对公司资产、负债规模的影响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0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

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总资产、负债、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

60.9%、63.2%、48.2%。 

（2） 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根据上实医药200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2006年12月31日，上实医药在本次交易后负债率由26.83%微调至27.23%，保

持稳定，流动比例由1.89提高到2.24，偿债能力有所提高。 

（3）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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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实医药 2006 年度的利润表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后，公

司的主要盈利指标变化如下： 

项  目 2006年年度 
2006年年度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增加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元） 2,434,706,441.04 3,842,550,806.60 57.8%

净利润（元） 110,405,812.75 226,292,573.38 105.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6.18% 8.54% 38.2%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0.30 0.48 6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每股收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大大加

强。 

（4）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根据上实医药 2006 年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上实医药在

本次交易前后的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 

项目 2006年年度 
2006年年度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增加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075,524.34 450,535,976.15 18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12,283.90 -47,856,860.63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959,604.08 -163,532,014.70 -68.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3,761,232.00 238,152,838.32 154.0%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 0.43 0.95 120.9%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现金流量规模显著增加，财务状况更加稳健。 

4、 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实医药仍将保持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

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存在经常性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购买资产也不会产生新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实控股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或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的公司与上实医药不存在同业竞争。 

5、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资金、资产占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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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及收购完成后，公司不会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

用的情况。 

6、 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发行及收购完成后，公司不会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债务担保

形成或有负债的情况。 

公司负债结构变化情况 

  
2007 年 6 月 30 日 

2007年6月30日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发行后增加 

金额（元） 
比例

（%）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867,266,318.40 94.90 1,436,783,880.56 94.29% 569,517,562.16 -0.61%

非流动负债合计 46,591,077.26 5.10 86,991,413.61 5.71% 40,400,336.35 0.61%

负债合计 913,857,395.66 100% 1,523,775,294.17 100% 609,917,898.51 0.00%

根据截止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负债总额

由发行前的 91,385.7 万元增加到 152,377.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由 86,726.6

万元增加到 143,678.4 万元，非流动负债由 4,659.1 万元增加到 8,699.1 万元，

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为 94.29%，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为 5.71%，公

司的负债结构较为稳定。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显著增加，盈利水平得到提升，资

产负债率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内，财务结构更加合理，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加强，有利于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

利地位。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补充报告及相关文件后，认为本次关联交易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交易价格以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估机构分别出具的审

计报告及评估报告为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没

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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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授权姚方总裁在标的资产评估值经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后，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购买资产事宜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签署各标的资产

股权转让协议。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置存地点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16 层 

电话：021－53858898 

传真：021－53833000 

2、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

易的报告》 

（4）《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上实医药

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购买资产协议》 

（5）《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上实医药

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6）各标的企业三年一期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 

（7）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备考合并报表之审计报告 

（8）各标的企业的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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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