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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受让方：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颖泰生物”） 

转让方：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益化工”）的

少数股东，具体见下：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吴晓艳 10 曾国林 

2 周晓乐 11 程三妹 

3 姚秀琴 12 吴莎 

4 周晓怡 13 曾键钦 

5 廖永 14 冯亚东 

6 胡亏全 15 张东辉 

7 覃德山 16 高金平 

8 陈喜平 17 谢兰术 

9 刘斌 18 赖新生 

相关方：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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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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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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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项：受让方以 5.84 元/股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禾益化工

42.77%的股份，即 74,852,100股，支付转让方现金合计 437,136,264

元。转让方收到前述现金后，转让方或转让方指定的其他方应以 5.70

元/股受让华邦健康持有的颖泰生物股份合计 53,104,000股。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二)购买、 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

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17 年度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3,767,904,382.59 元，

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4,038,304,230.52元。 

本次收购交易对价金额为 437,136,264 元，且公司系禾益化工控

股股东，本次交易不会构成控股股东变更，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华邦健康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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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

公司控股股东华邦健康向公司董事会递交的临时议案，提议将此议案

增加至公司将于 2018 年 9月 14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自然人 

姓名：吴晓艳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庐山南路 

（二） 自然人 

姓名：周晓乐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勤奋路 

（三） 自然人 

姓名：姚秀琴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街道 

（四） 自然人 

姓名：周晓怡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勤奋路 

（五） 自然人 

姓名：廖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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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重庆市北碚区金华路 

（六） 自然人 

姓名：胡亏全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北京东路 

（七） 自然人 

姓名：覃德山 

住所：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 

（八） 自然人 

姓名：陈喜平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流芳乡 

（九） 自然人 

姓名：刘斌 

住所：永嘉县上塘镇屿后巷 

（十） 自然人 

姓名：曾国林 

住所：福建建宁县里心镇 

（十一） 自然人 

姓名：程三妹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 

（十二） 自然人 

姓名：吴莎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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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自然人 

姓名：曾键钦 

住所：四川省威远县人民路 

（十四） 自然人 

姓名：冯亚东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矶山化工园 

（十五） 自然人 

姓名：张东辉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十六） 自然人 

姓名：高金平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东路 

（十七） 自然人 

姓名：谢兰术 

住所：四川省三台县百顷镇 

（十八） 自然人 

姓名：赖新生 

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安福乡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禾益化工 42.77%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公告编号：2018-035 

3、交易标的所在地：江西九江市 

4、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10月 27日 

注册资本 17,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矶山村 

经营范围 农药、肥料及精细化工产品制造、加工、销售（均凭有效许可证

件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营本企业零星建筑维修、设备

安装；保温保冷；防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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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股东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22% 

其他股东 42.78% 

合计 100%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股权不存在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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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其他情形。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8月 

31日出具的川华信审（2018）348 号《审计报告》, 截至 2018年 6 

月30日，禾益化工总资产712,000,401.95元，净资产489,983,0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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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根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康

评报字 (2018)第 188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年 6月

30 日，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102,395.00万元。 

上述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均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 

四、定价情况 

受让方、转让方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后一致确定本

次交易禾益化工 42.77%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437,136,264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受让方、转让方一致同意将《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审计结

果、评估结果作为股权定价参考依据，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禾益化工

42.77%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成交总金额为 437,136,264元，支付方式

为现金。 

2．业绩承诺及补偿 

（1）转让方承诺：2017年、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禾益化

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含

常隆承诺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5,400万元、8,000万元、11,000

万元和 12,500万元。 

（2）禾益化工持有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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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49%的股权，转让方承诺的业绩中，常隆农化对应的业绩承诺

是：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常隆农化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6,000

万元、10,000万元和 10,000万元。 

鉴于常隆农化系受让方控股子公司，为了更好地实现常隆农化产

业链配套、受让方各生产基地之间对接、统筹产品规划等，受让方负

责常隆农化的整体运营和管理，计算禾益化工“含常隆实现净利润”

情况时，常隆农化视同完成对应业绩承诺。 

转让方承诺：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剔除常隆

农化影响后禾益化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剔除常隆后承诺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4,000万

元、5,000万元、6,000万元和 7,500万元。 

（3）经受让方、转让方友好协商，计算剔除常隆农化影响后禾

益化工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剔除常隆后净利润实现数”）时，禾益化工对常隆农化的委托

贷款收益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扣除，禾益化工对常隆农化的委托贷款

转增资款 4,000 万元按委托贷款同条件计算的收益视作禾益化工实

现的净利润。 

（4）受让方应在每个利润补偿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禾益化工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依据专项审核报告，若禾益化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①截至 2017

年末“含常隆实现净利润”低于相应期间“含常隆承诺净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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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②截至 2018年末累计“含常隆实现净利润”低于相应期间累计

“含常隆承诺净利润”的 90%；③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含常隆实现

净利润”低于相应期间累计“含常隆承诺净利润”的 90%；④截至 2020

年末累计“含常隆实现净利润”低于相应期间累计“含常隆承诺净利

润”的 95%，各转让方应支付现金向受让方承担业绩补偿义务。具体

现金补偿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剔除常隆后承诺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剔除常隆后净利润实现数”）÷补偿

期限内各年“含常隆承诺净利润”总和×转让方转让禾益化工股份

的转让价款－转让方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5）减值测试及补偿 

1）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由受让方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的专项减值测

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 

2）如根据减值测试报告的结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

补偿期间内转让方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则转让方应以现金补偿的方式，

向受让方补偿期末减值额。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利润补偿期内转

让方已补偿金额。 

（6）若补偿期间届满时，禾益化工补偿期内累计“剔除常隆后

净利润实现数”超过补偿期内累计“剔除常隆后承诺净利润数”，在

补偿期限届满时，禾益化工可以以现金方式对届时在职的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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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其他核心骨干人员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为补偿期内累计“剔除常

隆后净利润实现数”超过补偿期内累计“剔除常隆后承诺净利润数”

部分的 50%且不超过当期期末禾益化工剔除常隆农化影响后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数及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20%。奖励金额在禾益化工职工

薪酬费用中列支。具体被奖励人员、分配比例由禾益化工管理层制订

方案，报颖泰生物董事会确定。 

（7）受让方应在该每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及 2020年期末的减值

测试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依据该等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

报告（如有）的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转让方应补偿现金金额（如有）。

转让方应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支付相

关现金补偿。 

（8）转让方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上限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

易对价。转让方之间就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生效日起 60个交易日内，交易双方在

符合新三板交易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认可

的交易方式办理股份交割手续，过户时间为办理完毕相应标的股份交

割手续。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产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方向，有利于稳固公司的战

略布局，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对公

司未来的业绩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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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份转让协议》 

（二）《审计报告》 

（三）《评估报告》 

（四）《关于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36）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