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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自愿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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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海融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融医药”或

“标的公司”） 

 投资金额：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出资人民币 26,000,011.80 元，认购海融医药定向发行的 547,830 股股票。公司已

与海融医药签订《南京海融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之定向发行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认购协议”），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公

司合计持有海融医药 547,830 股股票，占海融医药发行后总股本的 0.9936%。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 

1、交易不能完成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尚需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自律审查，存在自律审查无法通过的风险，认购协议约定的相关交割条

件尚未全部成就，公司尚未取得标的公司的股份。若交易无法达成，本次交易存

在终止的可能。 

2、投资风险 

海融医药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制度规则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较大差别。中国证监会和股转公司

不对挂牌公司的投资价值及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投后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融医药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与海融医药业务的

协同合作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预期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本次投资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较小。标的公司在日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可能面临行业、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公司可能存在无

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医药产业的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

资人民币 26,000,011.80 元，认购海融医药定向发行的 547,830 股股票。公司已与

海融医药签订认购协议，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海融医药 547,830

股股票，占海融医药发行后总股本的 0.9936%（具体以海融医药股票发行实际认

购结果为准）。 

2、对外投资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但尚需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就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出具的无异议函。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海融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062615801H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成立日期：2013 年 3 月 12 日 

（5）挂牌日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 

（6）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海融医药 870070 



（7）发行前总股本（股）：53,955,628 股 

（9）法定代表人：晁阳 

（10）实际控制人：晁阳 

（11）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568 号生命科技小镇北区 10 号楼 

（12）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新药研

发，药物中间体研发及产品销售；药品及实验室耗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元） 

资产总额 224,227,887.51 220,691,844.01 

负债总额 168,202,705.04 154,867,128.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040,940.07 57,107,445.22 

营业收入 13,910,051.54 38,055,945.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10,747.03 -83,010,131.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7,472,310.70 -93,581,383.52 

注：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 XYZH/2022NJAA1015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执业资格。 

3、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标的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晁阳 21,347,257 39.5645% 

2 叶海 7,713,957 14.2969% 

3 南京睿源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06,818 14.2836% 



4 贵少峰 5,036,356 9.3343% 

5 陈宁 4,473,286 8.2907% 

6 安立峰 2,133,707 3.9546% 

7 
南京动平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

锋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9,900 1.6308% 

8 徐国平 745,268 1.3813% 

9 
南京睿融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9,000 1.0360% 

10 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26,759 0.9763% 

4、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融医药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5、海融医药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失信情况。 

6、资金来源：公司本次认购海融医药定向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各方 

标的公司：南京海融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认购股票数量、认购价格及认购方式 

（1）认购方同意认购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的 547,830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47.46 元/股。 

（2）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由认购方以现金方式予以认购，认购方出资

26,000,011.80 元，其中作为注册资本的金额为 547,830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的

金额为 25,452,181.80 元。 



（3）本协议生效且认购方付款条件均成就后，认购方同意按本条第 1、2 款

确定的价格及数量以现金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 

（4）双方确认，认购方本次认购的 547,830 股海融医药新增股份无限售期。

如海融医药未来申请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认购方同意

按照届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

限售义务并作出相应的限售承诺。 

3、认购款缴付及验资 

（1）本次定向发行经海融医药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在海融医药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认购公告规定的缴款时间内，认购方应向海融

医药支付全部认购款。双方同意，在认购缴款过程中互相配合，并给予认购方必

要的资金准备时间。 

（2）认购款由认购方汇入海融医药指定银行账户。认购款未在缴款时间内足

额到账的，视为放弃认购。 

（3）认购方应在海融医药公告的缴款时间内将认购款足额汇入本次定向发

行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 

（4）海融医药收到认购方银行汇款之日为认购方支付认购款之日。 

（5）海融医药应在收到认购方缴付的全部认购款后 10 个交易日内聘请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予以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4、本次定向发行及认购的前提条件 

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对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之认购及支付认购款以下列

所有条件均满足为前提条件： 

（1）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已经海融医药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且上述

会议及其决议均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已取得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就本次定向发

行出具的无异议函。 

（2）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及认购方认购新股事宜无任何政府部门或任何

人士提起任何行动或法律程序，或阻止本协议其他一方认购新股的完成，或限制

/禁止海融医药经营其现时的有关业务。 

5、认购方的权利与义务 



（1）认购方自本次认购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之日

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海融医药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

协议的约定享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决策权、分红权、优先认购权等股

东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2）本次定向发行前海融医药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包括认

购方）依据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共同分享。 

6、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 

如因本次定向发行未获有关政府部门的同意、许可、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

限于中国证监会或其授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批准或审查核准，从而

使得海融医药未能依照本协议向认购方发行股票，本协议终止，双方互不负违约

责任，海融医药将于本次定向发行未获有关政府部门的同意、许可、批准或核准

之日起 5 日内将认购方已缴纳的全部股票认购款无息退还给认购方。 

7、争议解决 

（1）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则

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 

（2）在争议解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所规定

的其它各项条款。 

8、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海融医药及认购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下列生效条件全部

满足之日起生效：（1）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及本协议已经海融医药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2）海融医药已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就本次定向发行出具的无异议函。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融医药是一家专注于创新药、改良型新药、高端仿制药物研发、生产、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结合该公司的经营规划、项目储备以及在行业中的资源优势

等方面的情况来看，该公司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医药业务是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

重心，寻找与公司医药业务相契合的优秀医药企业，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促进公司

医药业务、尤其是原料药业务的发展，是公司医药业务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海融

医药的主营业务与公司的医药业务具有一定协同性，通过本次与海融医药的资本

合作，有助于促进实现双方未来在业务、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建立

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互惠共赢。同时，本次合作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医药产



业的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是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及业务发展需求、有效

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资金周转需要和业务的正

常开展，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海融医药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0.9936%（具

体以海融医药股票发行实际认购结果为准），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更。 

五、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交易不能完成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融医药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尚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自律审查，存在自律审查无法通过的风险，认购协议约定的相关交割条件

尚未全部成就，公司尚未取得标的公司的股份。若交易无法达成，本次交易存在

终止的可能。 

2、投资风险 

海融医药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制度规则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较大差别。中国证监会和股转公

司不对挂牌公司的投资价值及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投后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融医药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与海融医药业务的

协同合作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预期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本次投资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较小。标的公司在日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可能面临行业、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因此可能存在无

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跟踪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监管要求履行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