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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公司认购同方康泰发行的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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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公司 THTF Energy-Saving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Energy-Saving”）拟出资不超过 2 亿元港币认购同方康泰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HK1312，股票简称“同方康泰”）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以公司及同
方康泰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之日同方康泰股票收盘价 0.5 港元/股。因同方康泰之控股
股东为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融泰”），公司副董事长、总
裁黄俞先生为华融泰实际控制人且为同方康泰董事局主席。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共同投
资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深圳华融泰发生其他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4,000 万元。



风险提示：同方康泰本次发行，尚需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或同意批准配售股
份上市及买卖，且同方康泰拥有发行股份的一般授权未被撤销。同方康泰能否取得相关
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下属全资公司 Energy-Saving 拟出资不超过 2 亿元港币认购同方康泰发行的股票，
发行价格以公司及同方康泰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之日同方康泰股票收盘价 0.5 港元/股。因
同方康泰之控股股东为深圳华融泰，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黄俞先生为华融泰实际控制人且
为同方康泰董事局主席。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
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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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宜已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周立业先生、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
赵晶女士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且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深圳华融泰发生其他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4,000 万元。
二、关联方的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内资）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 1212、1213、1215
法定代表人：黄俞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09-06-29 至 2019-06-29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股权结构：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51,692,308 元，持股比例 48% ；
深圳市奥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5,600 万元，持股比例 52%。
华融泰主要从事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并购顾问、风险投资以及证券投资等业务，一
直坚持以并购为手段，以基金管理为核心，以资产证券化获取中长期收益为目标，打造具
有特定商业模式、有市场竞争能力、有影响力的另类资产管理行业的精品投资机构。
截至 2016 年底，深圳华融泰资产总额为 673,279.1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14,659.92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970.3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11.32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同方康泰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同方康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同方康泰，股票代码: HK1312)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
董事局主席：黄俞
注册资本：200,000,000 港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21 日
截至目前，同方康泰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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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THTF Energy-Saving Holdings Limited

持股比例
2.3%

深圳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3.96%

公众持股量

33.74%

总计:

100%

（二）同方康泰的主要财务数据
同方康泰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港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项目
资产总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 1-6（未经审计）
611,376
-8,361
2017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3,560,862
1,145,795

2016 年度（经审计）
633,279
-37,076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3,154,191
1,125,834

注：同方康泰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

（三）同方康泰本次增资的目的
同方康泰本次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收购其下属子公司同方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药业”）其他股东深圳市世奥万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同方药业 35%
的股权及 Sea Best Group Limited 持有的同方药业 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同方药业将成为
同方康泰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同方药业成立于 1993 年，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包括化学药、传统
中成药等处方药的制造、销售及生物制品及其他化学制品的制造及销售。目前，同方药业
正致力于打造生物制药全价值链型企业，采取聚焦和创新的驱动策略，并积极布局生物技
术服务、新药研发、原料药及中间体、化学仿制药、中成药、药品流动等生物制药领域各
个环节。目前，随着同方药业的业务日渐扩大，其利润增长较为可观，同方康泰拟通过收
购同方药业其他股东持有的同方药业合计 40%的股份，使其成为下属全资子公司，进一步
扩大其在药业领域的布局。
同方药业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 年 1-6（未经审计）
126,574
1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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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经审计）
228,754
12,850

项目
资产总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613,793
182,304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635,422
167,936

注：同方药业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

四、投资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THTF Energy-Saving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
董事局主席：黄俞
注册资本：5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7 日
Energy-Saving 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Re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持股 100%的全资子
公司。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下属全资公司 Energy-Saving 已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与同方康泰签署了《关于认购
Tongfang Kontafarma Holdings Limited （同方康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份的认购协议》（以
下简称“《认购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协议主体
认购人：THTF Energy-Saving Holdings Limited
发行人：同方康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认购价格及认购股份
认购总价为 2 亿元港币，每股认购价以协议双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项交易之日（即 2018
年 1 月 23 日）同方康泰股票收市价，即 0.5 港元，认购股份数量为总认购价除以每股认购
价，即 400,000,000 股。
（三）认购约定
依据《认购协议》的相关约定，Energy-Saving 同意认购且同方康泰同意以认购价向
Energy-Saving 发行认购股份，该等认购股份在交割日（即同方康泰书面告知 Energy-Saving
全部约定条件已经满足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之内的日期）不受且无任何权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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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康泰同意，当 Energy-Saving 全额缴足股款后，认购股份应当与同方康泰于交割日
已发行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权益，包括获取在交割日之后任何时间作出或支付的股息及
其他分配的权利。
（四）条件
本协议的交割取决于：（1）联交所授予的同意认购股份在联交所上市及交易的批准（且
该等批准在交割前未被撤销）；（2）一般授权不被撤销；（3）同方康泰向 Energy-Saving
送递同方康泰董事会决议以及一切其他相关的同意及批准以批准发行认购股份，且所有相关
的同意及批准已获取得并在交割时仍有效，并且未发生对本协议中提及的任何陈述及保证或
认购协议完成前须履行或遵守的任何协议、契诺及承诺的重大违反。
如果条件于最后交易日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更晚日期之前未被全部满足，任何一方均有权
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据此向对方请求赔偿费用、损害赔偿、补
偿或其他，除对方之前存在违反本协议情形的除外。
（五）交易的完成
Energy-Saving 须以立即可用资金的方式通过电子转账或同方康泰指定的其他形式向其
指定的银行账户全额缴足总认购价，并向同方康泰交付认购人董事会作出的关于同意
Energy-Saving 签署本协议及同意履行本协议下义务的董事会决议的副本。
（六）时限要素
在任何条款中提及的任何日期或期限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被顺延。然而，无论最初确
定的或据此顺延的日期或期限，任何一方均应严格遵守，无故违反的，另一方将有权要求赔
偿。
（七）适用法律及管辖
本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根据香港法律解释。各方不可撤销地同意服从香港法院的非专
属司法管辖权解决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争论。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一直立足于所处产业，持续梳理和整合内部产业架构，同时通过“有进
有退”的发展战略的实施，逐步探索在健康、医疗医药等新兴业务领域的发展。公司本次
增资下属从事医药产业的参股公司同方康泰，帮助其收购下属从事生物制药子公司其他股
东的股权，有利于在帮助其获得利润增长的同时，助力公司进一步打通生物制药领域的各
个环节，进一步推动公司在健康、医药医疗业务领域继续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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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
带来重大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宜已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同
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全资公司 THTF Energy-Saving
出资不超过 2 亿港币认购同方康泰发行的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立业先生、
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如下：
1、公司事前就本次关于下属全资公司 Energy-Saving 出资不超过 2 亿元港币认购同方
康泰发行的股票暨关联交易事宜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获得了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方案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交易文件后，同意
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交易方案切实可行，没有发现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平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程序合规，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正、公平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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