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码：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17—03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收购山东圣海保健品有限公司 65%股权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快速补充主流保健品品类及品种，构建大健康业务发展基础，
经公司董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润三九”或“公司”）收购程万里、邢文华、淄博圣源纳菲尔钨合金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圣源纳菲尔”）持有的山东圣海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圣海”）65%
股权。本次交易价款共计人民币 3.794 亿元（其中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0.5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已与山东圣海相关股东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包括圣源纳菲尔、程万里、邢文华（以下合称“转让方”
）。
1、淄博圣源纳菲尔钨合金表面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圣源纳菲尔”）
圣源纳菲尔持有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69744156E）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程万里，注册资本 590 万元人民币，住所位于淄博开发区青龙山西坡(青龙山 2 号)。经营范
围：钨合金金属表面防腐、耐磨处理；钨合金防腐、耐磨机械设备和配件、钨合金电镀材料
的生产、销售；房屋、仓库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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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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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源纳菲尔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程万里

360

61.02%

2

邢文华

230

38.98%

590

100%

合计

2、自然人股东
程万里、邢文华两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持有山东圣海 24%以及 36%的股权，已同意协议转
让其所持全部山东圣海的股权。上述自然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山东圣海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圣海保健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淄博市开发区四宝山民营工业园民安路东首
法定代表人：程万里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5 月 9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5 月 9 日 至 2054 年 5 月 8 日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包装制品销售；会
务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房屋租赁（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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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圣海成立于 2004 年，坐落于淄博市高新区，是国内综合实力领先的保健品 OEM 加
工商和品牌运作商，旗下拥有益普利生等自主品牌，产品涵盖软胶囊、硬胶囊、片剂、颗粒
剂、固体饮料、压片糖果、袋泡茶、营养软糖等多种剂型。
目前，山东圣海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姓名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程万里

2520

24%

2

股东名称/姓名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邢文华

3780

36%

圣源纳菲尔

4200

40%

合计

10500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山东圣海最近 2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2,785,611.14

143,053,156.20

负债总额

126,004,814.51

67,141,588.00

应收款项总额

32,815,898.79

11,314,127.28

净资产

156,780,796.63

75,911,568.20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244,379,188.45

86,848,320.76

营业利润

70,185,953.14

22,935,326.30

净利润

47,869,228.43

17,891,49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80,648.64

12,921,837.81

注：上表数据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交易标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58,500 万元，评
估增值额 42,821.92 万元，增值率 273.13%。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最终选定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采用
收益法结论，主要理由是：山东圣海保健品有限公司是保健品行业，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
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业务网络、服务能力、人才
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而资产基础法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
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但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整个公司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
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而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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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收益法价值内涵包括企业不可确指的无
形资产,所以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高。收益法评估方法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
内在价值，故以收益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相关标的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
方协商确定。经协商，综合考虑业绩承诺后，本次交易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3.794 亿元（其
中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0.5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标的
山东圣海（即目标公司）65%股权。
2、 交易方案
华润三九（即受让方）购买转让方（程万里、邢文华、圣源纳菲尔）合计持有的山东圣
海 65%股权，其中程万里、邢文华两名自然人股东将转让其分别直接持有的山东圣海 24%以
及 36%的股权，圣源纳菲尔将转让其持有的山东圣海 5%的股权。
3、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794 亿元（其中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
币 0.5 亿元）
。
4、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 6,588 万元在协议签署生效且满足款项支付
先决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第二期款 23,058 万元在股权转让变更登
记手续办理完成等条件达成后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受让方支付第二期款项中应扣减目标
公司应收关联方往来，金额计人民币 33,118,045.57 元；交割日（完成标的股权转让至受让
方持有的全部必要事项的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 18 个月届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款
3,294 万元。
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详见“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
5、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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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业绩承诺期间，年度目标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5,800
万元、7,500 万元、9,500 万元，对应的“与业绩承诺关联的股权转让价款”
（税前）分别为
1,500 万元、1,500 万元、2,000 万元。
【注：目标利润以扣非后净利润为基础，并按约定进行调整。】
6、生效条件
（1）协议已由各方有权代表签字盖章；
（2）受让方董事会批准本协议。
7、 其他事项
交割日后，如圣源纳菲尔拟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则在同等条件下，受让方有
优先购买权。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华润三九战略目标是成为“自我诊疗引领者，中药价值创造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及人口结构变化，消费者的健康需求日益增加，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公司加快
大健康业务的发展，希望在保健食品、食品、药妆等多领域提供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的好产
品。公司于 2017 年年初正式成立大健康事业部，事业部将从主流保健品类、在核心治疗领
域基础上延伸的健康产品、利用中药材资源开发的补益类中药和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三个方向
发展和完善产品线。
山东圣海具备丰富的保健品批文和良好的保健品业务基础，本次收购符合华润三九发展
大健康事业的战略需求；可令华润三九快速进入主流保健品市场，补充市场主流的保健品品
类及品种；同时可发挥华润三九自我诊疗业务在消费者洞察、品牌运作和终端覆盖方面的优
势，在零售市场发挥良好的协同效应。
山东圣海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满足华润三九保健品快速成长之后的
产能需求，可作为华润三九大健康生产基地；同时依托于山东圣海良好的保健品供应链基础，
助力华润三九大健康业务的快速增长。

七、其他安排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办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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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签署、股权变更备案手续等事项。
八、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审计报告》
3、《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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