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6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系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就标的公司股份转
让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尚需在审计、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洽谈，并履行审批程序。
因此，本次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事项完成并确定交易价
格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并与交易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收购事项部分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收购意向书签署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与标的公司——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美之妙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金衡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股权收
购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意向协议书》）。根据《意向协议书》，公司拟
收购以上七家标的公司各 80%股份。
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上述公司已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
站等途径查询，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上述标的股权收购价格由公司与各交易对手方基于具备专业资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评估机构对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基准日的标的公司财务报表出具的
审计报告、就标的股权的公允价值出具的评估报告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事项部分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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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

法定代表人:陈晓明

妆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2568660933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

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21 日

公司

住所: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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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98%，肖正连持股 2%。

王小兰，身份证号：4310…………48
王金凤，身份证号：4201…………22
张

鹏，身份证号：4403…………72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

徐建红，身份证号：3622…………23

有限公司

黄谊东，身份证号：3622…………35
崔

晓，身份证号：4103…………28

江西聚优美电子商

徐建红，身份证号：3622…………23

务有限公司

崔

晓，身份证号：4103…………28

黄谊东，身份证号：3622…………35
金

慧，身份证号：3622…………17

江西美之妙电子商

徐建红，身份证号：3622…………23

务有限公司

崔

晓，身份证号：4103…………28

黄谊东，身份证号：3622…………35
李友林，身份证号：3625…………16
江西合和实业有限

徐维浩，身份证号：3622…………34

公司

黄谊东，身份证号：3622…………35
陈

雄，身份证号：3622…………15

江西仁和大健康科

张

宇，身份证号：3609…………12

技有限公司

陈

瑛，身份证号：3622…………23

江西金衡康生物科

张清华，身份证号：3622…………72

技有限公司

徐向荣，身份证号：3609…………1X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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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化妆品、护肤护发
用品、医疗器械、洗涤用品等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生
产型企业。
2、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为主，
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3、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医疗器械、保健器材为主，
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4、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食品、保健品为主，并不断
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5、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母婴用品、保健食品为主，并不断
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6、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大健康相关产品研究与开发的企
业。
7、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食品、保健食品、中
药饮片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具体情况见下表：
标的公司名称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市三浦天

1、名称：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化妆品有限

2、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社区永和路 124 号深圳同安药业有限

公司

公司物业 D 栋第二、第三层
3、法定代表人：王小兰
4、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洗发护发、护肤类、沐浴液化妆品、洗涤
用品、消毒剂、卫生用品、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和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经营广告业务，厨卫用品、日用品、电子数码、车辆用品、家
用美容电器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一类医疗器械的
生产；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普通货运（凭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
7、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4 日

江西聚和电子

1、名称：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商务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科技园（仁和小院前靠葛玄路 2 号商铺）
3、法定代表人：崔晓
4、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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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床上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保
健器材、消毒产品、纸品、湿巾、化工产品（危险爆炸物品除外）、洗涤用
品、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计生用品、儿童玩具、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
医疗器械、保健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预包装食
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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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3 日
江西聚优美电

1、名称：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子商务有限公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 863 科技园

司

3、法定代表人：金慧
4、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床上用品、日用百货、
家用电器、保健食品、保健器材、消毒产品、化工产品（危险爆炸物品除外）、
洗涤用品、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计生用品、儿童玩具、第一类、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含网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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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2 日

江西美之妙电

1、名称：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子商务有限公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大道西侧福城医药物流园内环路 1 号

司

3、法定代表人：李友林
4、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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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项目：针纺织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消毒
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
用洗涤剂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网络技术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

江西合和实业

1、名称：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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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陈雄
4、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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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母婴用品销售，卫生用品
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销售玩具，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4 日
江西仁和大健

1、名称：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康科技有限公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 4 号路南侧

司

3、法定代表人：陈瑛
4、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营养健康研究与开发；健康管理服务及信息咨询；化妆品、
预包装食品、中药材、日用化工用品、日用洗涤用品、护肤护发用品、保健
用品、保健食品、保健器材、医疗器械、消毒产品、计生用品销售；生物技
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软件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网上贸易代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卫生用品、日用
百货、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床上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保健器材、纸品、湿巾、化工产品（危险爆炸物品除外）、洗涤用品、儿童
玩具、包装装潢印刷品、塑胶制品、包装容器、玻璃制品、塑料配件、铝制
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销售；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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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江西金衡康生

1、名称：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物科技有限公

2、住所：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医药工业园泰欣大道 1 号

司

3、法定代表人：徐向荣
4、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罐头（其他罐头）、饮料（固体饮料和其他饮料）、茶叶及
相关制品（代用茶）、淀粉糖、糖果制品（糖果）、婴幼儿及其他西方谷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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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乳制品（乳粉）、保健食品、中药饮片、第一
类、第二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卫生用品生产、销售；生物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中药材种植、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初加工、销售；化
妆品、日用百货、日化用品、日用洗涤用品、护肤护发用品销售；预包装食
品批发兼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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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四)本次收购事项尚需履行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书》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事项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
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并与交易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购意向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各标的公司相关股东
第一条 本协议宗旨及地位
1.1 本协议旨在对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乙双方就股权收购事宜业已达
成的全部意向作出概括性表述，及对有关交易原则和条件进行初步约定，同时，
明确相关工作程序和步骤，以积极推动股权转让的实施。
1.2 在本协议签署后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甲、乙双方或相关各方应
在本协议所作出的初步约定的基础上，分别就有关股权转让、资产重组、资产移
交、债务清偿及转移等具体事项签署一系列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届时签署的该
等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生效后将构成相关各方就有关具体事项达成的最终协议，
并取代本协议的相应内容及本协议各方之间在此之前就相同议题所达成的口头
的或书面的各种建议、陈述、保证、承诺、意向书、谅解备忘录、协议和合同。
1.3 在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同
时由甲方聘请合规的审计、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并在乙方的配
合下，确保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
第二条 标的股权及支付方式
2.1 标的股权：标的公司 80 %股权，乙方合计拟向甲方转让 80%股权，单
个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比例以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2.2 标的股权收购价格确定：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
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的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2.3 支付方式：支付现金或资产置换的方式，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第三条 尽职调查
3.1 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安排人员对标的公司进行业务、财务、法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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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尽职调查，乙方应予以充分的配合与协助，并促使标的公司予以充分的配合
与协助。
3.2 如果在尽职调查中，甲方发现存在对本协议下的交易有任何实质影响的
任何事实(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未披露之对外担保、诉讼、不实资产、重大经
营风险等)，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列明具体事项及其性质，甲、乙双方应友好
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解决意见。
第四条 股权转让协议
于下列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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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双方应正式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
(1)甲方已完成对乙方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并对结果表示满意;
(2)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包括其附件)的内容与格式为双方所满意。
(3)甲方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通过了收购标的股权的议案。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
第五条 本协议终止
5.1 协商终止：本协议签署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得终止。
5.2 违约终止：本协议签署后，一方发生违约情形，另一方可依本协议规定
单方终止本协议。
第六条 声明和保证
6.1 乙方保证在签订本意向书时，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未设置任何抵押、质
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未被任何司法机关查封。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未设置
任何质押等他项权利，未被任何司法机关查封。
6.2 乙方保证在本意向书签订后，不会擅自采取任何方式处置标的公司的部
分或全部资产，该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抵押、担保、租赁、承包、转让或者
赠予等方式。
6.3 乙方保证标的公司为依照中国法律设定并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
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
6.4 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所有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无关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门对标的公司被此次收购
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判决、决定所确定的
义务，均由乙方承担。
6.5 乙方（管理层）在此声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时，将对标的公司未
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具体内容以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第七条 排他性条款
本意向书签署后，乙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股权的转让和收购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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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签署任何意向性文件、框架协议、备忘录或确定性的交易协议。
第八条 保密条款
8.1 各方同意，本协议所有条款、从本协议双方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均属保密
资料，如有关披露为法律所要求的义务与责任时则除外。
8.2 各方同意，不将保密资料用于下述情况以外的任何目的：法律所要求、
本协议有明确规定、或任何就本协议所遭至之诉讼、仲裁、行政处罚。
三、对公司的影响
大健康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件之一，是指和个人健康的维持、恢复
以及增强相关的服务和产品，包括医疗服务、母婴产品、营养和健康产品以及其
他服务（健康管理和养老服务）等。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及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
刺激了中国卫生消费需求，进而驱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我国“十三五”规划将
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指出，计划到 2020 年，中国基本建
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大健康产业规模将
持续增长，并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基于此，2021 年是仁和“五五”规划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仁和事业创新
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之年。公司“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在继续保持公司 OTC 行业稳
步增长的基础上，加大加快大健康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传统 OTC 板块与创
新大健康板块的双轮驱动，进而推动公司健康、长远的发展。此次公司与上述七
家公司初步达成《意向协议书》，最终完成收购后，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资源，
扩大公司产品的品类品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协议书》系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就标的公司股份转让
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尚需在审计、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洽谈，并履行
审批程序。因此，本次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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