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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收购人将依法履行本次收购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收购人及主要负责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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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收购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收购人、乐普科技 指 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恩济和、非上市公众公司、

挂牌公司 
指 北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普医疗 指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300003） 

天地和协 指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利协华 指 广州市利协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汇丰银 指 西藏华汇丰银投资有限公司 

艾德康 指 
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艾德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乐普基因 指 北京乐普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康世纪 指 北京医康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德迈 指 烟台德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谢兵、利协华、华汇丰银、隋忠海将其所持恩济和的

63.65%股份转让给乐普科技 

本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北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框架协议》 指 

《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地和协科

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框架协议》 

IVD 指 In Vitro Diagnostics Products，体外诊断产品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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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人财务顾问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日 指 中国的任何除星期六、星期日和法定假日外的一天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特别说明：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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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37 号 

法定代表人 蒲忠杰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实缴资本 3,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6705533929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的

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医疗器械 II 类体外

诊断试剂；道路货物运输；分装生产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所属行业 C27 医药制造业 

主要业务 POCT 类诊断试剂及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设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7 日 

经营期限 2008 年 01 月 07 日至 2038 年 01 月 06 日 

邮政编码 102200 

二、收购人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 2017 年 5 月 4 日，收购人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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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乐普科技 100%的股权，为乐普科

技的控股股东。 

根据乐普医疗于 2017 年 5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4 日，蒲忠杰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WP MEDICAL TECHNOLOGIES,INC、申万菱信（上海）资产－工商银行

－申万菱信共赢 2 号资产管理计划、北京厚德义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乐普医疗 27.76%的股份。蒲忠杰先生为乐普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蒲忠杰 

WP MEDICAL TECHNOLOGIES,INC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工商银行

－申万菱信共赢2号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厚德义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乐普科技 

12.87% 

乐普医疗 

27.76% 

100.00% 

5.09% 2.85%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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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

业务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控股股东乐普医疗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

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说明 

1 
北京思达医用

装置有限公司 
2,800 万元 

主要从事心脏瓣膜及相关产品的

开发、研制、生产 
全资子公司 

2 
北京天地和协

科技有限公司 
4,100 万元 

主导产品为重症监护产品、心血

管介入手术用鞘管和导丝等 
全资子公司 

3 

北京乐普医疗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3,000 万元 
主要从事 POCT 类诊断试剂及相

关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全资子公司 

4 

乐普（北京）医

疗装备有限公

司 

4,790 万元 
主要从事大型心血管造影机专业

设备的开发、研制及生产 
全资子公司 

5 
北京瑞祥泰康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独家代理乐普装备公司产品，并

代理部分其他品牌的医疗设备及

耗材的配套销售 

全资子公司 

6 

上海形状记忆

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 

10,000 万元 

主要从事动脉导管未闭（PDA）

封堵器、房间隔缺损（ASD）封

堵器、室间隔缺损（VSD）封堵

器、输送装置及圈套器的生产 

全资子公司 

7 

乐普医学电子

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8,536 万元 
主要从事心脏起搏器及相关产品

的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 
控股子公司 

8 

烟台艾德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5,263.157895 万

元 

主要从事免疫类体外诊断试剂及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控股子公司 

9 

深圳中科乐普

医疗技术有限

公司 

3,500 万元 
医疗健康领域的高新技术进行联

合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 
控股子公司 

10 

Lepu Medical 

（Europe） 

CooperatiefU.A

乐普（欧洲）公

司 

550 万欧元 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 全资子公司 

11 

乐普（深圳）国

际发展中心有

限公司 

20,000 万元 
主要从事以心血管领域医疗产业

为核心的国际业务运营 
全资子公司 

12 

北京海合天科

技开发有限公

司 

1,700.6289 万元 
主要从事心血管药物的研发、委

托生产及销售。 
控股子公司 

13 乐普药业股份 5,500 万元 新药研发、原料药生产、制剂生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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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产和营销 

14 

海南明盛达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1,100 万元 

为专业医疗机构和终端患者提供

以心血管专业药品和器械为主的

代理、批发以及零售等多渠道专

业医药商业服务 

控股子公司 

15 

浙江新东港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16,000 万元 

主要从事抗感染类、心血管类、

神经系统类等系列的药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  

控股子公司 

16 

北京金卫捷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2,800 万元 提供家庭医疗健康综合服务 控股子公司 

17 
北京乐健医疗

投资有限公司 
3,790.856 万元 

提供第三方检测、会诊中心等医

疗服务 
控股子公司 

18 

安徽高新心脑

血管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 

11,820.320856

万元 
医院管理及咨询服务 控股子公司 

19 
北京医康世纪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主要从事心血管和糖尿病可穿戴

医疗设备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控股子公司 

20 

北京乐普护生

堂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00 万元 

经营范围涵盖药品、医疗器械、

食品、日化药妆及与健康相关的

营养保健品，并设有中医专家门

诊、中西医诊堂以及多个药品专

柜等 

全资子公司 

21 

乐普（深圳）金

融控股有限公

司 

35,000 万元 

紧密围绕公司主业，针对心血管

领医疗器械、医药、移动医疗和

医疗服务行业上下游全产业链环

节设立金融控股管理平台。 

全资子公司 

22 

北京乐普成长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万元 

对公司共同投资计划所设立的有

限合伙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对

其进行规范、统一、高效的管理 

全资子公司 

23 
洛阳乐普医院

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提供医疗服务 全资子公司 

24 

深圳市瑞斯普

医疗技术有限

公司 

7,142.8571 万元 
主要从事智能医疗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 
控股子公司 

（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蒲忠杰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及

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说明 

1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 
81,200 

围绕心血管大健康

领域的全产业链生

态平台型业务 

实际控制人 

2 北京厚德义民投资管理 5,000  投资管理 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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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3 
华瑞纵横（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200  

投资管理、信息咨

询 
全资公司 

四、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受到联合惩戒的情况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情形，符合股转系统《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定。 

五、收购人在最近两年所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姓名及其在最近两年

所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乐普科技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1 蒲忠杰 男 执行董事、总经理 

2 魏战江 男 监事 

蒲忠杰先生，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技术总

监，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

位。任昌平区政协委员，国家心脏病植介入诊疗器械及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介

入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 

魏战江先生，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男，1972 年

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曾任职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一室，现任浙江新东港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海合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秦明医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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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

董事、乐普（深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乐普（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北京思达医用装置有限公司监事；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上述人员最近两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情况 

收购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存在利用收购公

众公司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

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两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两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收购人已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本公司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

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八、收购人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

会师报字[2016]第 710690 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10497 号《审计报告》，

乐普科技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其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2016 年

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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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403,658.16  15,954,785.7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8,641,924.41  8,862,366.99 

预付款项 1,027,263.08  2,740,463.0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8,718,212.77  17,485,566.5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6,602,028.32  15,619,893.6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8,393,086.74   60,663,075.9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441,240.19  9,085,679.8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609,631.56  5,834,213.94 

开发支出 6,367,663.95  1,618,893.93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52,616.03  539,454.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8,288.26  154,857.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229,439.99  17,233,100.01 

资产总计 118,622,526.73   77,896,175.99 

（续）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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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617,515.12  5,841,291.50 

预收款项 5,038,676.00  4,151,519.00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3,950,829.87  4,004,526.0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10,509.80  83,085.2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317,530.79  14,080,421.7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4,317,530.79  14,080,421.7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0,000,000.00  3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580,399.96  6,531,475.79 

未分配利润 63,724,595.98  27,284,278.4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4,304,995.94   63,815,754.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18,622,526.73   77,896,175.99 

（2）利润表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一、营业收入       114,289,616.92  101,181,6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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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成本 29,161,746.91  25,617,486.6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52,963.42  1,354,000.88  

     销售费用 23,987,455.45  18,691,307.53  

     管理费用 11,870,516.51  10,930,942.63  

     财务费用 -55,569.09  -117,663.80  

     资产减值损失 22,870.00  33,430.5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7,749,633.72  44,672,191.29  

    加：营业外收入 22,306.38  16,891.7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690.99  

    减：营业外支出 192,816.30  138,517.3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92,816.30  6,107.8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47,579,123.80  44,550,565.73  

减：所得税费用 7,089,882.07  6,442,695.5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0,489,241.73  38,107,870.19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其中：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

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其中：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

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七、综合收益总额 40,489,241.73  38,107,870.1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1.35  1.27 

（二）稀释每股收益 1.35  1.27  

（3）现金流量表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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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4,464,994.27  104,220,34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9,250.93  277,409.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094,245.20  104,497,749.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084,376.25  24,789,340.1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1,735,931.83  21,236,441.1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586,579.40  19,315,140.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747,476.55  27,896,720.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4,154,364.03  93,237,64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39,881.17  11,260,107.8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315.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27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272,315.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453,201.17  4,753,260.07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310,122.5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3,763,323.73  4,753,260.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91,008.73  -4,753,260.0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51,127.56  6,506,847.8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954,785.72  9,447,937.9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403,658.16  15,954,7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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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意见 

收购人乐普科技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69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如下：“乐普科技的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其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收购人乐普科技 2016 年度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1049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如下：“乐普科技的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其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收购人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 

收购人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的子公司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与

收购人保持一致。根据立信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

第 710690 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10497 号审计报告，收购人 2015 年所采

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 2016 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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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本次收购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一）收购人收购恩济和的情况 

2017 年 5 月 16 日，乐普科技与谢兵、利协华、华汇丰银、隋忠海签署《北

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股份转让协议》，转让

方谢兵、利协华、华汇丰银、隋忠海同意向乐普科技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流通股，

即 10,973,332 股恩济和股票。具体转让情况如下表： 

序号 转让方 
持股流通股数量

（股） 
受让方 

受让股份数量

（股） 

1 谢兵 1,610,000 乐普科技 1,610,000 

2 利协华 1,437,332 乐普科技 1,437,332 

3 华汇丰银 6,240,000 乐普科技 6,240,000 

4 隋忠海 1,686,000 乐普科技 1,686,000 

合计 10,973,332 - 10,973,332 

（二）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股公众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相关的权益变动将通过股转系统证券转让方式实现，具体为协议转

让方式。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和转让方持有恩济和股份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 

收购人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持股数

（股） 

占恩济和

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份 

种类 

所持股份

性质 
持股数（股） 

占恩济和已发行

股份比例 

乐普 

科技 
0 0.00% 

人民币

普通股 
— 10,973,332 63.65% 

转让方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持股数

（股） 

占恩济和

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份 

种类 

所持股份

性质 
持股数（股） 

占恩济和已发行

股份比例 

谢兵 6,440,000 37.36% 
人民币

普通股 

1,610,000

股流通股，
4,830,000

股限售股 

4,830,000 28.02% 

华汇 

丰银 
6,240,000 36.19% 

人民币

普通股 

6,240,000

股流通股 
0 0.00% 

利协华 2,874,000 16.67% 
人民币

普通股 

1,437,332

股流通股，
1,436,668

股限售股 

1,436,668 8.33% 

隋忠海 1,686,000 9.78% 人民币 1,686,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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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股流通股 

合计 17,240,000 1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 17,240,000 100.00%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次收购完成后，乐普科技成为恩

济和的第一大股东，其持有的恩济和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收购的方式、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价款总额为 95,467,988.40 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70 元/股。 

收购人乐普科技出具《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与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本次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收购人的自筹资金，支付方式为现金，

不涉及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形； 

（二）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恩济和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三）收购人未在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未在收购价款之外作出其他补

偿安排。 

（四）收购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声明而带来的相应损失”。 

三、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 

2017 年 3 月 29 日，乐普科技、乐普医疗全资子公司天地和协与谢兵、利协

华、华汇丰银、隋忠海签署了《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地和协

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框架协议”），表达了各方股份转让的初步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并约

定在签订本框架协议后的十二个月内，收购方享有商洽并完成收购的排他性权利。

后续，若各方能够最终达成股份收购的一致意见，则须另行签署股份转让正式协

议。 

（二）股份转让协议 

2017 年 5 月 16 日，乐普科技与谢兵、利协华、华汇丰银、隋忠海签署《北

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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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份转让协议》对股份转让数量、转让价格等内容做了约定： 

1、股份转让 

根据该《股份转让协议》，谢兵、利协华、华汇丰银、隋忠海向乐普科技转

让全部非限售股，总计 10,973,332 股。 

2、转让价格 

人民币 8.70 元/股，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95,467,988.40 元。 

3、股份转让方式及过户 

本次股份转让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四、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收购人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 

2017 年 3 月 29 日，收购人股东乐普医疗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投资北京恩济

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2017 年 5 月 16 日，收购人股东乐普医疗对乐普科技做出股东决定，同意收

购人以 95,467,988.40 元的总价格收购 10,973,332 股恩济和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63.65%）。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尚需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送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告。 

五、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 6 个月收购人买卖公众公司股

票的情况 

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收购事实发生

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该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与公众公司之间的交易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3 月与恩济和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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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为收购人控股股东乐普医疗联营企业，持股

42.11%，为收购人关联方。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交易，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4 个月与恩济和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情况。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元） 

2017年1-3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北京雅联百得科贸

有限公司 

恩济和自产 

试剂产品 
0.00 0.00 2,349,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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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后，乐普科技将成为公众公司恩济和的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乐

普科技将利用公众公司平台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推进公众公司继续开展相关业务

并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增强公众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和影响力，推动

公众公司快速发展。 

二、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一）增加对公众公司持股的计划 

根据 2017 年 3 月 29 日乐普科技、乐普医疗全资子公司天地和协与谢兵、利

协华、华汇丰银、隋忠海签署的《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地和

协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北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框架协议》，

乐普科技及天地和协享有在本框架协议后的十二个月内商洽并完成收购的排他

性权利，如本次收购后双方业务、人员能够较快磨合，平稳过渡，乐普科技及天

地和协将视情况决策是否增加对恩济和的持股。 

（二）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恩济和将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业务合同；收购人将根

据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积极整合有良

好发展前景的优质资产，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时，将会严

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将严格履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恩济和的实际需要，本着维护恩济和及其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恩济和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在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由董事会重新任命

恩济和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将根据新业务的开展情况，从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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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中选派或者社会择优聘任的方

式进行。未来公司在进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或任命时，将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恩济和的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及后续经营管理

需要，在本着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

规定，对现有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公司内部部门以及根据

新业务开展情况设立新的部门等。 

（五）对公众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恩济和的实际需要，依据《公司法》《证券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

定，对《公司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 

（六）对公众公司资产处置的计划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收购人暂未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处置作出

安排，后续将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计

划时，将会严格按照公司治理机制的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七）对公众公司员工聘用做出调整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恩济和未来的实际经营需要，对公司现有员

工做出一定变动计划，如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整的，收购人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对现有的员

工聘用计划作出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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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和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恩济和 63.65%股份。本次收购实施前，恩

济和已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运作规范。本次

收购完成后，恩济和将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整体经营效率、

提高盈利能力。收购人将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股东职责，不损害

其他股东利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承诺维护公众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业

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及分开情况。 

二、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一）体外诊断检测分类 

诊断 基本原理 常见应用 

生化诊断 利用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对样本进行检测 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免疫诊断 
应用免疫学技术，即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

结合来诊病原体 
肝炎病毒检测，艾滋病毒检测 

分子诊断 
利用核酸杂交原理，检测样本中特异的

DNA 序列 
病毒检测，遗传病基因检测 

血液诊断 
通过红细胞、白细胞、血红蛋白的含量等

指标来分析血液成分 
血细胞检测，淋巴细胞检测 

尿液诊断 
通过分析尿液中红白细胞，微生物的含量

等指标来判断尿液成分 
血尿检测，泌尿系统感染检测 

微生物检测 
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判断或检测设备来判

断为生物种类的数量 
真菌检测，细菌检测 

即时检测（POCT） 依照不同检测项目使用相应的检测原理 
心肌梗死标志物检测，血栓防

御与治疗 

（二）恩济和与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无锡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德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医

康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恩济和的主营业务为生产生化类体外诊断试剂。 

收购人控股股东乐普医疗和实际控制人蒲忠杰控制的除乐普医疗以外的其

他企业中，有 5 家企业的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与恩济和存在部分重合，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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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1 

北京乐普医

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

具的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医疗器械

II 类体外诊断试剂；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乐普医疗

全资子公

司 

2 

烟台艾德康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Ⅱ、Ⅲ类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0）生产，销售以上自产

产品；Ⅱ、Ⅲ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生物制品的研发；货物、技术进出口；计

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金融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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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普医疗

控股子公

司 

3 

无锡艾德康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生物医药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

仪器仪表、一、二类医疗器械（不含需领取许可证的项目）

的销售；普通货运；Ⅲ类医疗器械：6840 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及体外诊断试剂，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销售；体外诊断试剂的批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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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普医疗

控股子公

司 

4 

烟台德迈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

备器具，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

软件，Ⅱ、Ⅲ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生物技术

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仪器仪表、一、三类医

疗器械；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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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普医疗

控股子公

司 

5 

北京医康世

纪科技有限

公司 

批零兼营医疗器械Ⅲ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

试剂（含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1 月 03 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医疗器械Ι

类、Ⅱ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乐普医疗

控股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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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济和与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恩济和生产的体外诊断试剂种类为生化类诊断试剂，乐普科技生产的体外诊

断试剂种类为即时类（POCT）诊断试剂，两者系不同种类的体外诊断试剂，且

医疗器械注册证亦需分别申请。 

2、恩济和与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德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恩济和从事生化类诊断试剂的生产。烟台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免疫

诊断设备的生产，无锡艾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免疫类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

烟台德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仅从事免疫类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 

3、恩济和与北京医康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恩济和与北京医康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分属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企业性质不同、客户不同。 

同时，恩济和所生产产品为生化类诊断试剂。北京医康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所

经营产品为即时类（POCT）诊断试剂。 

（三）恩济和与北京乐普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乐普医疗控股子公司乐普基因目前的经营业务包含心血管分子诊断试剂的

销售。恩济和目前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且产品均为生化类诊断试剂。乐普

基因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经营，无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且所经营产品为心血管

分子诊断试剂，与生化类诊断试剂分属不同种类的诊断试剂。 

同时，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承诺，避免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

情形。收购人控股股东乐普医疗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①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没有在中国境内任何

地方或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与恩济和业务存在竞

争的任何活动，亦没有直接或间接在任何与恩济和业务有竞争的公司或企业拥有

任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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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恩济和依法存续且仍为挂牌公司期间且本公司仍然直接或间接持有恩

济和股份期间，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

与恩济和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恩济和构成同业竞

争； 

③在恩济和依法存续期间且仍为挂牌公司且本公司仍然直接或间接持有恩

济和股份期间，若因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恩济和的业务发

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则恩济和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

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恩济和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④在恩济和依法存续期间且仍为挂牌公司且本公司仍然直接或间接持有恩济

和股份期间，如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任何与生化类体外诊断试剂相关

的业务或业务机会，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其他企业放弃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或

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恩济和； 

⑤如因本公司违反承诺函而给恩济和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恩

济和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蒲忠杰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①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没有在中国境内任何地

方或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与恩济和业务存在竞争

的任何活动，亦没有直接或间接在任何与恩济和业务有竞争的公司或企业拥有任

何权益； 

②在恩济和依法存续期间且仍为挂牌公司且本人仍然直接或间接持有恩济

和股份期间，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恩

济和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恩济和构成同业竞争； 

③在恩济和依法存续期间且仍为挂牌公司且本人仍然直接或间接持有恩济和

股份期间，若因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恩济和的业务发生重合

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则恩济和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

股权，以避免与恩济和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④在恩济和依法存续期间且仍为挂牌公司且本人仍然直接或间接持有恩济

和股份期间，如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任何与生化类体外诊断试剂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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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或业务机会，本人将放弃或将促使其他企业放弃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或促使

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恩济和； 

⑤如因本人违反承诺函而给恩济和造成损失的，本人同意对由此而给恩济和

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与恩济和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不存在与

恩济和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作为恩济和股东期间，将

尽其所能地减少与恩济和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或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按有关法律、法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以任何

方式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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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收购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 

（一）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符合收购人资格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其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

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三）收购人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其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相关股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过户之日）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 

（四）收购人作出的关于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其作为恩济和股东期间，将保证恩济和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以任何方式影响恩济和的独立运营。 

（五）收购人作出的关于规范同业竞争的承诺 

收购人作出的关于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具体参见本收购报告书“第四章

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分析”之“二、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的相关

内容。 

（六）收购人作出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收购人作出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参见本收购报告书“第四章对

公众公司的影响分析”之“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的相关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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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声明如下： 

1、收购人将依法履行恩济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履行恩济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收购人将在恩济和的股

东大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恩济和的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恩济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恩济和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收购人将向恩济和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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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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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收购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一、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电话：010-85156465 

传真：010-65608450 

财务顾问主办人：辛鹏飞、郭家兴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1、33、36、37 层 

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 

经办律师：李娜、余洪彬 

（二）公众公司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雪峰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侨福芳草地 D 座 7 层 

电话：010-5813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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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58137788 

经办律师：于晖、李丽雅 

二、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

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的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恩济和以及本次

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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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                  

                            蒲忠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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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辛鹏飞             郭家兴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_____________ __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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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   娜              余洪彬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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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收购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收购人就收购作出的相关决议文件； 

（三）任何与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活动有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安排的 

文件； 

（四）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及承诺； 

（五）收购人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六）财务顾问报告书； 

（七）法律意见书； 

（八）收购人的 2015 年度、2016 年度审计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北京恩济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超前路 5 号 4 栋 3 层 

电话：010-69703139 

传真：010-69706121 

邮政编码：1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