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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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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收购西班牙 WEELKO BARCELONA,S.L.公司（下文

简称“WEELKO”）50%股份，收购标的价格为 2,017,439.63 欧元，交易定价以 2018

年末公司净资产为基础协商确定。本次收购的总投资为不超过 210 万欧元（折算

约 224.39 万美元），用于股权交易对价及聘请中介机构费用，全部为自有资金，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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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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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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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8 亿

元，期末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23 亿元。本次公司出资不超出 210 万欧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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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人民币 165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11.15%，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收购 WEELKO BARCELONA,S.L.公司 50%股份的议案》，表决情况为 5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回避表决情况。本次投

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需取得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以及广

东省商务厅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CRATON INVESTMENTS SLU 

住所：C CAMÍ GARRETA (POLÍGONO INDUSTRIAL),NUM,92 SANT BARTOMEU 08600 

BERGA - (BARCELONA) 

注册地址：C CAMÍ GARRETA (POLÍGONO INDUSTRIAL),NUM,92 SANT BARTOM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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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00 BERGA – (BARCELONA)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Maxim Sorochanov 

实际控制人：Maxim Sorochanov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 

注册资本：-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WEELKO公司于 2010年由 CRATON INVESTMENTS,S.L.U.（下文简称“CRATON”）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建立，注册资本为 6,012 欧元，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截止本

次董事会之日，CRATON 公司是 WEELKO公司现任唯一股东。WEELKO 公司经营范围

为美容美发、水疗（SPA）、康复理疗和足疗领域。 

四、定价情况 

以 2018年末 WEELKO公司净资产为基础协商确定。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The Seller is the owner of 6,012 shares, representing 100% of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WEELKO BARCELONA, S.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 WEELKO") 

卖方持有 6012 股股份，占 WEELKO BARCELONA，S.L.公司 100%的股本。（以

下简称“WEELKO”） 

2. The Seller agrees to assign and the buyer agrees to acquire the 3,006 

shares of the company WEELKO. 

卖方同意转让，买方同意收购 WEELKO 公司的 3006股股份。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了更好的拓展公司业务，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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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系统风险 

在 WEELKO 公司收购过程中，系统风险主要分为市场体系风险、法律风险、融资风险

等方面。 

1.市场体系风险 

市场体系风险是指收购市场本身构成缺陷或不足而对收购行为产生的不确定性。就本项

目而言，市场风险主要包括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国内、国外市场的波动和下游采购商

需求的变化等。 

2.法律风险 

针对企业的收购行为，各国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一般都是通过增加收购成本而提高收

购难度，防止企业通过收购实现行业垄断和恶意收购的现象发生；此外由于法律理解偏差，

容易造成收购后管理及收购过程实施风险。对于本项目，收购 WEELKO 公司不需要经过欧

洲有关机构事先审查，但有关过程及法律文书需要熟悉西班牙及欧洲法律专业律师协助，控

制文件约定理解偏差及实施过程的风险。 

3.融资风险 

企业跨国收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是指能否按时足额筹集到资

金，从而保证收购的顺利进行。资本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过多，以流动负债去支持长期投

资，以致短期内产生偿债的紧迫性。一旦出现现金流量不足和融资市场利率变动，将导致企

业发生偿付困难甚至收购失败。本项目共需资金 210 万欧元，银狐医疗计划全部以自有闲置

资金支付，不需要资金筹措，以降低风险。 

（二）非系统风险 

企业收购非系统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和整合风险。 

1.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不确定因素无法全部正确预计而造成的预计报酬偏

离实际的风险，对于本项目来说，主要表现在： 

（1）收购完成后，如需整合，则要增加的管理费用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如人员安置费、

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费用等。 

（2）本项目为跨国收购，涉及诸多利益主体，要花更多精力去协调与地方政府和行业

部门之间的关系，增加经营成本。 

2.整合风险 

（1）文化整合风险 

跨国收购是在跨国家和跨民族之间进行，中国企业与欧洲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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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能会加大跨国收购难度。银狐医疗收购 WEELKO 公司时，公司员工、甚至是行业工

会，由于双方文化直接的隔阂，就有可能对银狐医疗持怀疑的态度和偏见。员工担心自己的

就业，管理人员担心自己的职位。文化差异使双方在资源和经营管理模式上的整合受到阻碍。 

（2）资源整合风险 

企业的资源体系，包括人力、品牌、渠道、客户和信息系统等方面。根据动态能力理论，

企业收购是为了利用新“资源”来培养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收购后虽然表面合一，但其

架构缺乏层次感，未经整合的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①人力整合风险 

人力整合是决定收购整合成功的重要因素。根据克尔瑞企业研究院的报告，跨国收购项

目被收购方企业管理人员流失现象非常严重，而我国企业又缺乏在海外市场进行运作的经验

和能力，很容易导致管理的紊乱，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 

②品牌资源整合风险 

如果需要设立统一的品牌资源，整合过程中实际情况与原先情况差别较大，将面临着原

有客户渠道流失，客户忠诚度下降的风险。 

（3）经营管理模式整合风险 

由于双方在企业文化、决策程序、财会制度、考核体系、奖惩机制、薪酬制度等方面存

在差异，当银狐医疗需要按照自身的战略意图和经营管理模式对 WEELKO 公司人员进行整

合时，双方可能会发生意见分歧。导致新企业无法实现财务协同、市场份额协同以及经验共

享互补等效应。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不会造成不利影响，更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为

公司带来新的业务收入。 

 

七、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银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广东银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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