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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法律意见书 

致：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释  义 

康泽药业、公众公司、公司 指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珠医疗、收购人 指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良济堂投资 
指广东良济堂投资有限公司，是康泽药

业的股东。 

康泽投资 
指广东康泽投资有限公司，是康泽药业

的股东。 

上海康卡 
指上海康卡健康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 

上海良济堂 
指上海良济堂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 

南平良济堂 
指南平良济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本次收购 指收购人收购康泽药业74.5262%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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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交易对方 

指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

等合计27名拟将康泽药业74.5262%股

份转让予中珠医疗的出售方。 

股转系统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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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指《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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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所律师 指本所经办律师黄贞、覃彦。 

元 
指人民币的货币单位，本法律意见书除

特别指明外，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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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本所接受康泽药业的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收购管理办法》、《监督管理办法》、《第 5号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

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

收购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已得到收购人及康泽药业的如下保证：

收购人及康泽药业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和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本所律

师根据上述文件所支持的事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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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于本次收购各方、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以及与本次收购有

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收购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审

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五)本所同意康泽药业按监管部门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

康泽药业在引用时，不得引起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康泽药业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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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基本信息 

根据中珠医疗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7079234K)、

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前十大股东名册等信息，并经本所律师

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公示信息，中珠医疗的现时基本信息

如下： 

(1)名称：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湖北省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号； 

(3)注册资本：199,286.9681万元； 

(4)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成立日期：1994年 6月 27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管

理；项目投资、投资控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

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保健饮料

进出口业务；诊断试剂、中药、西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医疗服务；移动及远程医疗、药品

及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9)上市时间：200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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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代码：600568)； 

(11)截至 2018 年 3月 31日的前十大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8,294,991 29.52% 

2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6,522,686 13.37% 

3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中珠控股员工

持股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38,678,355 6.96% 

4 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458,359 3.33% 

5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85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2,374,535 2.13% 

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瑞阳2016－2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0,900,769 2.05% 

7 
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汉众邦资产定增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39,725,722 1.99% 

8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盛景20号单一资金

信托 
38,591,560 1.94% 

9 潜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35,510,429 1.78% 

1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8,131,414 1.4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珠医疗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

集团”)持有中珠医疗 29.52%的股份，是中珠医疗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中珠大厦十七楼； 

(3)注册资本：4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5)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6)成立日期：1991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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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项目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凭

资质证经营)；实物租赁；为个人及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按珠海市外经委批复开

展进出口业务(具体商品按珠外经字<1998>44 号文执行)；批发、零售：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百货、仪器仪表、金属材料。 

许德来间接控制中珠集团 70.31%的股份，中珠集团直接持有中珠医疗

29.52%的股份，中珠集团认购的“兴业信托·兴津浦鑫 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通过该信托计划投资的“云信增利 42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持有中珠医疗

1.13%的股份，许德来直接持有中珠医疗 0.48%的股份，许德来合计控制中珠医

疗 31.13%的股份，是中珠医疗的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1、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根据中珠医疗的说明，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珠医疗控制的且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占中珠医疗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0%以上的核心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一体

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9,800 

数字自动控制设备、数字影像、计算机

软件的技术开发；自动化设备、电子产

品、机电产品；佣金代理(不含拍卖)、

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

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自动化设备、医疗设

备的租赁，及租赁设备的残值处理、上

门维修；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进口

分销)；经济信息咨询；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策划；会务服

务；网站建设、网络推广服务。(以上

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生产销

售二类、三类 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

中珠医疗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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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设备，生产销售二类、三类 6826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销售全部二类医疗

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试剂)；销售三类医

疗器械：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

备，6830医用 X射线设备，6832医用

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

6854手术室、急诊室、诊疗设备及器具 

珠海市春晓

房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投资；商业批发、零售 

中珠医疗子公

司珠海中珠红

旗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100% 

2、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根据许德来的说明，除中珠医疗及其子公司外，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许德来控制的且 2017年度营业收入 1亿元以上的核心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控制关系 

珠海恒虹投资有限

公司 
20,000 

建筑材料(不含钢材)、日用

杂货、机械设备、机电设备、

电子产品、床上用品、玩具、

工艺品的批发、零售(不设

店铺)；企业管理咨询；礼

仪服务，公关活动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项目投资，物

业租赁、物业管理(凭资质

证经营)；信息技术领域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 

许德来间接控制的

企业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1,000 

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

停车服务；项目投资咨询，

物业代理、房地产信息咨

询，企业策划，批发、零售：

百货、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五金交电 

许德来间接控制的

企业 

阳江市浩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 

许德来间接控制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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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登陆巨潮资讯网查询，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许德来 董事长、总裁 

2  叶继革 副董事长 

3  陈小峥 董事、常务副总裁 

4  刘丹宁 董事、高级副总裁 

5  罗淑 董事、副总裁 

6  孟庆文 董事 

7  姜峰 独立董事 

8  李闯 独立董事 

9  李思 独立董事 

10  黄冬梅 监事会主席 

11  李剑 监事 

12  杨京生 职工监事 

13  颜建 副总裁 

14  李伟 董事会秘书 

15  刘志坚 财务总监 

根据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检察

院出具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潜检预查[2018]530号)并

经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全国法院被执

行人信息查询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收

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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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司法执行及环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已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领域的失信惩戒对象。 

(五)收购人不存在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收购人的企业信用报告、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检察院

出具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潜检预查[2018]530 号)、工

商和税务部门出具的关于收购人守法情况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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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收购人最

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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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属于司法执行及环境保护、食

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已实施联合惩戒措施领域的失信惩戒对象，也不存在《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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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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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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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为依法设立、有

效存续、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

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

公司的情形，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具备作为本次收购的收购人的主体资

格。 

二、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收购人的授权和批准 

2018年 4月 27日，中珠医疗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与本次收购相关的议案。 

2、非自然人交易对方的授权和批准 

经核查，本次收购已取得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共青城雅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裕德投资管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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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汤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全部非自然人交易对方的

批准。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本次收购尚须取得收购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商务部关于本次收购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审查无异议(如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该等

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三、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收购方案 

本次收购方案为：收购人以现金方式收购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

堂等 27 名交易对方拟出售的康泽药业 74.5262%股份，该等交易对方转让股份的

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拟出售股份数量(股) 出售股份比例 

1  上海康卡 95,735,240 36.4739% 

2  上海良济堂 54,944,040 20.9330% 

3  南平良济堂 16,800,000 6.4006% 

4  蔡晓彬 16,000 0.0061% 

5  赖泽锐 301,000 0.1147% 

6  张潮生 1,875,000 0.7144% 

7  苏嬿玲 325,000 0.1238% 

8  陈虹 138,000 0.0526% 

9  林郁 33,000 0.0126% 

10  周诗芳 3,732,000 1.4218% 

11  辛向东 212,000 0.0808%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975,000 3.4194% 

13  林少珠 1,300,000 0.4953% 

14  林伟坡 825,000 0.3143% 

15  郑锡鑫 713,000 0.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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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洪燕璇 600,000 0.2286% 

17  陈庆生 116,000 0.0442% 

18  张勇 845,000 0.3219% 

19  黄咏丽 52,000 0.0198% 

20  陈莉琳 350,000 0.1333% 

21  陈桂烨 412,000 0.1570% 

22  吴玮敏 300,000 0.1143% 

23  谢燕群 25,000 0.0095% 

24  陈之强 150,000 0.0571% 

25  共青城雅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1.6001% 

26  共青城裕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0,000 0.7048% 

27  深圳前海汤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89,000 0.3006% 

合计 195,613,280 74.5262% 

2018 年 4月 27日，上海康卡和陈齐黛、许泽燕订立《关于康泽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康卡分别收购陈齐黛、许泽燕所持康泽药业

95,045,000股、690,240 股股份。 

2018 年 4月 27日，上海良济堂和良济堂投资订立《关于康泽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良济堂收购良济堂投资 54,944,040 股股份。 

2018 年 4月 27日，南平良济堂和康泽投资订立《关于康泽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南平良济堂收购康泽投资 16,800,000 股股份。 

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受让上述股份以康泽药业终止在股转系

统挂牌为条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份尚未完成交割。 

(二)本次收购的协议 

1、与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的收购协议 

2018年 4月 27日，中珠医疗和康泽药业实际控制人陈齐黛控制或投资的上

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及陈齐黛、杜炜龙、康泽药业订立《支付现金

及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在本次收购前先向

陈齐黛、许泽燕、良济堂投资、康泽投资合计购买康泽药业 167,479,280 股股份

后再将该等 167,479,280 股股份(占康泽药业总股本比例 63.8075%)转让给中珠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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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支付现金及购买资产协议》，中珠医疗拟参照康泽药业 100%股权 24.60

亿 元 的 预 估 值 ， 初 步 确 定 康 泽 药 业 74.5262% 股 份 的 定 价 区 间 为

1,833,343,501.12 元至 2,012,206,281.72 元，并拟以不低于 1,640,407,004.07

元且不高于 1,819,269,784.67 元的价格收购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

堂合计拟转让的 167,479,280 股股份，最终现金对价应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本次收购各方协商确定。 

除上述条款外，《支付现金及购买资产协议》还约定了业绩承诺和补偿、业

绩奖励、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资产交割与过渡期安排、税费承担、债权债务及

人员安排、违约责任等条款。 

2、与其他交易对方的收购协议 

2018年 4月 27日，中珠医疗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城雅德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裕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其他 24 名

交易对方订立《支付现金及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中珠医疗拟收购该 24 名交易

对方合计所持康泽药业 28,134,000股股份。 

根据《支付现金及购买资产协议》，康泽药业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24.6亿

元，由于该 24 名交易对方不承担未来的业绩补偿责任和风险，中珠医疗购买该

等交易对方的股份的定价低于购买上海康卡、上海良济堂、南平良济堂拟出售的

股份定价，该 24 名交易对方所持股份的定价约为 6.86 元/股，协议同时约定了

价格调整机制，具体如下： 

如《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超过预估值 10%以上的，该等交易对方获

得的现金对价相应调整为前述约定的现金对价×(1+差异率)，其他情况下现金对

价均不作调整。差异率=(评估值-预估值)÷预估值。 

除上述条款外，《支付现金及购买资产协议》还约定了资产交割与过渡期安

排、税费承担、违约责任等条款。 

四、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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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人的说明，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 

五、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变更查询证明》，在本次收购前 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康泽药业股票的情形。 

六、收购人与公众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根据收购人的说明，在本次收购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及其各自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众公司不存在交易。 

七、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及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康泽药业成为收购人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本次收购的相关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康泽药业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

继续拥有其法人资产。业绩承诺期间，为确保康泽药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及顺利实

现业绩承诺期间内的业绩增长目标，各方一致同意： 

康泽药业及其子公司保留原有的商标、商号；康泽药业由现有管理团队相对

独立经营管理并保持现有管理层、内部管理机构的稳定；康泽药业的重大决策、

日常管理均按照康泽药业公司章程及收购人子公司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康

泽药业的管理规范制度和内部审计应符合上市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康泽药业正在实施从股转系终止挂牌事宜，本次

收购不影响其终止挂牌计划。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依法有效存

续，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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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主体资格；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

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该等法律程序合法有效；本次收购符合《业务规则》、《收

购管理办法》等关于公众公司收购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以及本所律师和本所负责人签名，并签署日期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