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9 月 12 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住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６８号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哈药股份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６４
董事会报告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有关各方及联系方式
上市公司（
被收购人）：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７号
联系人：孟晓东
邮政编码：１５００７０
联系电话：０４５１－５１８７００７７
收购人：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办公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６８号
联系电话：０４５１－５１９６１１１１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先锋
独立财务顾问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３０号仰山公园东一门２号楼
联系人：邓夏、吕非易
电话：０１０－５７６７２０００
董事会声明
１、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２、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
观审慎做出的；
３、公司董事长张镇平先生为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故其在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
时已回避表决。 除张镇平先生外，公司其他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利益冲突。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哈药股份、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方／公司

动，公司近年来销售回款情况稳定。
③偿债能力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偿债能力相关的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其中 ２０１６ 年度、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资产负债率（
％）
５２．００
４７．２２
４５．３９
流动比率（
倍）
１．１８
１．４１
１．６１

（
３）其他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信冰岛、华平冰岛、黑龙江中信、国企重组公司、重庆哈珀除持股哈药
集团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３、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无一致行动人。
（
四）收购人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收购人持有哈药股份１，１７３，１７３，８８５股Ａ股股票， 占哈药股份总股本的
４６．４９％。 哈药股份持有人民同泰４３３，８９４，３５４股Ａ股股票，占人民同泰总股本的７４．８２％。
（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不存
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
六）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全面要约收购系因哈药集团进行增资扩股， 履行因重庆哈珀和黑马祺航通过增资方式分别
取得哈药集团１０％和５％的股权导致哈药集团层面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目的系为赋予投资者充分选择权。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
位为目的。
（
七）要约收购的价格及计算基础
１、要约收购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３．８３元／股。
依据《
证券法》、《
收购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６个月内，收购人哈药集团未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本
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３０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为３．８３元／股。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３．８３元／股。
若哈药股份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之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符合《
收购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２、要约收购数量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哈药股份除哈药集团所持股份以外的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除哈药集团所持股份以外的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占哈药股份已发行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８３
１，３３３，７８１，１９１
５２．８６
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量＝总股份数量（
２，５２３，３９２，１７６．００股）－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１，１７３，１７３，８８５．００股）－限售股份数量（
１６，４３７，１００．００股） ＝１，３３３，７８１，１９１．００股；占哈药股份已发行
股份的比例（
四舍五入）
％）＝要约收购数量（
１，３３３，７８１，１９１股）／总股本（
２，５２３，３９２，１７６．００股）（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股份将与其自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之日起所附带的权利一同被转让。
（
八）要约收购资金
基于要约价格为３．８３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５１０，８３８．２０万元。 作为本次
要约的收购人，哈药集团已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将１０２，６６３．００万元（
不少于要约收购所需最
高资金总额的２０％）存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以现金支付，所需资金将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对外筹措的资金。 若本次要约收
购所需资金超过履约保证金，哈药集团拟通过银行保函方式筹措资金。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哈药集团
已与兴业银行沟通申请出具履约担保函。
（
九）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止。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预
受的要约不得撤回。
（
十）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包括哈药股份除哈药集团所持股份以外的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其他
约定条件。

（
十一）未来 １２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１２个月内减持哈药股份股份的计划，
亦暂无继续增持哈药股份股份的计划； 但收购人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或自身战略安排继续增持哈药
股份股份的可能，后续增持将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若收购人后续拟继续增持哈药股份
的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十二）避免哈药股份在本次要约收购后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后续安排
本次要约收购系哈药集团增资后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哈尔滨市国
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哈药集团层面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目的系为赋予投资者充分选择权。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
位为目的。
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第１８．１条第（
十一）项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的规定，若社会公众持有的股
份连续二十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４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
连续二十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０％，则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哈药股份股份比例低于哈药股份股本总额的
１０％，哈药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第１２．１３条、第１２．１４条、１３．２．１第（
七）项、第１４．１．１条第（
八）项及第１４．３．１第
（
十）项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因收购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而收购人不以
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在五个交易日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上交所同意实施股
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的，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方
案，或者提交方案未获同意，或者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
股票将暂停上市；被暂停上市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上市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哈药股份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能给哈药股份投资者造成
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哈药股份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收购人作为哈药股份的控股股东可
（
但没有义务）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
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哈药股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哈药股
份的上市地位。 如哈药股份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哈药股份剩余股
份的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二、董事会建议
（
一）董事会就本次收购要约向股东提出的建议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九州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 九州证券对本公司挂牌交易股
票的市场价格、流通性进行分析，出具了《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考虑到
公司股票目前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公司股东如按照《
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价格接受要约
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建议公司股东视本次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表现情况最终决定是否
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９ 年９月１１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董事以 ６票同意、０票
反对、０票弃权、１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公司董事长张镇平先生为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故已回避表决。
（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要约收购发表意见如下：
“
收购人对除哈药股份所持股份以外的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出全面要约收购的条件为：
要约收购价格为３．８３元／股，要约期限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以现金方式支付。
鉴于上述要约收购条件及收购人履行的要约收购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查阅哈
药股份董事会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 《
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建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建议是审
慎、客观的。
我们同意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所作的建议，即：考虑到公司股票目前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公司股东如
按照《
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价格接受要约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建议公司股东视本次要约
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表现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
三、独立财务顾问建议
（
一）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要约收购关联关系的说明
１、独立财务顾问与本公司的关系说明
根据《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所做的声明，截至《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九州证券与本次要约收
购的所有当事各方没有任何关联关系，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的有关意见完全独立进行。
２、相关法规规定
根据《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对于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独立性的相关规定如
下：
“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者其他财务顾问机构受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的，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得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
一）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５％，或者选派代
表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二）上市公司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财务顾问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５％，
或者选派代表担任财务顾问的董事；
（
三）最近 ２ 年财务顾问与上市公司存在资产委托管理关系、相互提供担保，或者最近一年财务顾
问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服务；
（
四）财务顾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顾问主办人或者其直系亲属有在上市公司任职等
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
五）在并购重组中为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
六）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
３、独立性分析及说明
结合《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逐条进行比对说明如下：
（
１）九州证券未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本公司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５％；九州
证券亦未选派代表担任本公司董事；
（
２）本公司不持有九州证券股份，本公司亦未选派代表担任九州证券之董事，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最近 ２ 年，九州证券与本公司不存在资产委托管理关系、相互提供担保，最近一年九州证券未
给本公司提供融资服务；
（
４）九州证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九州证券主办人或者其直系亲属不存在在本公司担任
职务的情形；
（
５）九州证券未在本次收购中向收购人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
６）九州证券服务仅对本次要约收购收购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及收购意图进行调查，对要约条
件进行分析，对股东是否接受要约提出建议，并对本次收购的方案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以保障上市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
九州证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影响判断及发表独立意见的利益关系， 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
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九州证券与本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具有独立性，可担任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
二）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要约收购符合《
收购办法》有关规定，收购方履行了《
收购办法》及《
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本次要约收购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提出的建议
１、本次全面要约收购系因哈药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哈尔滨市国资委、中信冰岛、华平冰岛、黑龙江
中信、国企重组公司和哈药集团与重庆哈珀、黑马祺航已签署增资协议，导致哈药集团层面股东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而触发。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目的系为赋予投资者充分选择权，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
地位为目的。
２、从换手率来看，哈药股份的股票具有一定流动性，但换手率较低。
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３０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
３、本次要约收购价格（
值）略低于收购人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３０个交易日交易均价（
前３０个交易日交易金额／前３０个
交易日交易量），较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前３０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至公
要约收购报告书》前１个交易日收盘价和交易均价均存在
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之间的交易均价、公告《
一定幅度（
１０％以内）的折价。
４、自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哈药股份股价持续高于本次要约收购价格。
５、哈药股份本次借助国企混改的契机将有利于管理层作出更加高效率、市场化的决策。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建议，考虑到公司股票目前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公司股东如按照《
要约收购报
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价格接受要约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建议公司股东视本次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
二级市场的表现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１、本次要约收购可能导致哈药股份票暂停上市的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系哈药集团增资后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哈尔滨市国
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哈药集团层面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
购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第１８．１条第（
十一）项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的规定，若社会公众持有的股
份连续二十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４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
连续二十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０％，则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哈药股份股份比例低于哈药股份股本总额的
１０％，哈药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第１２．１３条、第１２．１４条、１３．２．１第（
七）项、第１４．１．１条第（
八）项及第１４．３．１第
（
十）项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因收购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而收购人不以
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在五个交易日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上交所同意实施股
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的，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方
案，或者提交方案未获同意，或者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
股票将暂停上市；被暂停上市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上市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哈药股份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能给哈药股份投资者造成
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哈药股份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收购人作为哈药股份的控股股东可
（
但没有义务）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
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哈药股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哈药股
份的上市地位。 如哈药股份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哈药股份剩余股
份的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２、股票交易价格出现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发展前景、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还受到国际形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调整、行业经营周期、资本市场整体表现、市场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由于上述多种不确定因素，公司股票可能会产生一定幅度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
五）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人及收购人股份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的最近６个月内，独立财务顾问不存在持有或买卖被收购方股票及收购方股权
的情况。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就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公司收购发生前 ２４ 个月内发生的、对公司收购产生重大影
响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在本次收购发生前２４个月内，公司及关联方未订立对公司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合同。
二、在本次收购发生前２４个月内，公司及关联方无对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
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三、在本次收购发生前２４个月内，未有第三方对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收购的情形，公司
也未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的情形。
四、在本次收购发生前２４个月内，公司及其关联方未进行其他与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按规定披露的内容外，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对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不存在任何对本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
息，也无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董事
会向股东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做出的，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董事会承诺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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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签字：
张镇平
刘 波
孟晓东
刘庆财
孟繁旭
刘伟雄
潘广成
三、独立董事声明
作为哈药股份的独立董事，本人与本次要约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人已经履行诚信义务、基于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建议，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
公司独立董事签字：
孟繁旭
刘伟雄
潘广成
第七节 备查文件
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２、九州证券关于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
公司章程》；
３、哈药股份《
４、哈药股份 ２０１６ 年度、２０１７ 年度、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５、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决策文件；
６、哈药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７、哈药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的独立意见。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７号
联系人：孟晓东
邮政编码：１５００７０
联系电话：０４５１－５１８７００７７
传真：０４５１－５１８７０２７７

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哈药股份的上市地位。 如哈药股份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
过适当安排，仍保证哈药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３０个自然日。 要约收购期限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止。 本次要约
收购期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
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四、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１、申报代码：７０６０６０
２、申报价格为：３．８３元／股。
３、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４、申请预受要约
哈药股份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
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申报代
码。 哈药股份股票停牌期间，哈药股份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５、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流通股股东在
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
管。
６、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申报经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
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７、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
的临时保管；哈药股份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８、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９、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１０、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以及撤回
预受的有关情况。
１１、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结算备付
金账户，然后通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
账户。
１２、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上交所完成对
预受要约的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上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
股份过户手续。
１３、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后，收购人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予以公告。
五、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１、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
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申报代码。
２、哈药股份股票停牌期间，哈药股份股东仍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３、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撤回预受
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３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
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
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３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４、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５、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六、预受要约的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９６７８股。
七、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刊登于 《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
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的《
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申报公告》等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２０１７ 年度、２０１８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４４．８７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路６６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汇智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信跃升）

出资额

４９５，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２３０１０２ＭＡ１９０２ＹＤ５Ｍ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

１．６６

１６，４３７，１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２，５０６，９５５，０７６．００

９９．３５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以企业自有资金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
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关咨询服务（
应当许可或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或审批文件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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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国企重组公司

三、总股本
２，５２３，３９２，１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收购人持有、控制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哈药集团持有哈药股份１，１７３，１７３，８８５股Ａ股股票， 占哈药股份总股本的
４６．４９％。
（
三）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月 ３０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１

黑龙江中信资本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２０１６年度

速动比率（
倍）
０．８７
１．０８
１．３０
１．３７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但保持着合理的水平；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下降，短
期偿债能力有所减弱。
４、在本次收购发生前，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在本次收购发生前，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６月）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
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股份总额及股本结构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哈尔滨开发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３６８号１６１８室

法定代表人

郝士钧

注册资本

１９，３８８．１９０９７５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２３０１９９７７５０４９３０１１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为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重组、吸引投资、资产处置提供服务，
协助制定重组改制方案；进行资产、债务重组；选择并引进战略投资者或产业投资
者，参与企业改制工作的进行或协助企业具体实施改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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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重庆哈珀
公司名称

重庆哈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１７３，１７３，８８５

４６．４９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１０１号中渝香奈公馆７幢１８－办公１
哈珀投资咨询（
珠海）有限责任公司（
委派代表陈蕊）

２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７２５，１２５

２．２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

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８３３，２００

１．９４

认缴出资额

１５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收购人、哈药集团

指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４

哈尔滨天翔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６，６００，０９８

１．８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５００１１２ＭＡ６０Ｆ２３Ｌ６Ｒ

董事会

指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９，０６２，１３８

１．１５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９年０７月０４日

人民同泰

指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６

２７，３５１，８００

１．０８

《
公司章程》

指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哈尔滨市国资委

指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冰岛

指

中 信 资 本 冰 岛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ＣＩＴ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华平冰岛

指

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ＷＰ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ｔｄ

国企重组公司

指

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黑龙江中信

指

黑龙江中信资本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信资本控股

指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哈珀

指

重庆哈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黑马祺航

指

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哈药集团持有股份之外的哈药股份全部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发出的全面要约收购

本报告／本报告书／董事会报告

指

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本次增资／本次交易

指

增资协议项下的增资事项，即重庆哈珀与黑马祺航，分别认缴哈药
集团新增注册资本４３５，２９４，１１７元、２１７，６４７，０５９元，分别占本次增
资后哈药集团的股权比例为１０％、５％。

增资协议

指

哈尔滨市国资委、中信冰岛、华平冰岛、黑龙江中信、国企重组公司
和哈药集团与重庆哈珀、黑马祺航关于哈药集团之增资协议

要约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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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７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７号－要约收购
报告书》（
２０１４年修订）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９年修订）》

独立财务顾问、九州证券

指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资产总计

１，１２０，１６９．５６

１，１９０，０９０．１６

１，３６９，９３３．３３

１，５０５，２７４．４９

负债合计

５８２，４５９．２６

５６１，９９７．９９

６２１，７７４．４９

６７５，４６４．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４９２，２４３．２８

５８６，５４２．９２

７０５，１５７．３８

７８５，２４８．０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３７，７１０．３０

６２８，０９２．１７

７４８，１５８．８４

２０１９ 年 １－６月

营业总收入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１，０８１，３６１．３６

１，２０１，７５３．１３

１，４１２，６８８．６０

５８，７７２．５７

６５，８７８．５１

１０５，３２３．２８

－７９６．０５

４０，３６３．５０

４６，４３６．３８

８４，３７９．５６

－４，２３４．７１

３４，６１４．００

４０，６９７．５９

７８，８１０．３１

２０１９ 年 １－６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８，０９９．７５

６９，２７２．４９

１４，９２２．１５

２７７，８０１．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５，２６５．５７

－８０，４１１．０８

－６，７９８．２３

－７，６３６．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现金流量项目

０．９５

１９，９９５，２２９

０．７９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５０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２２，６３７

０．７２

１０

李桂林

１７，６２９，９００

０．７０

合计
１，４６０，３７７，４３０．００
５７．８８
（
四）公司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的股份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未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的股份。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未募集资金，也没有以前年度所募集资金延续到报告期内使用的情况。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存在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无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
业任职情况。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
的利益冲突情况。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
的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前 １２ 个月内持有或通过第
三人持有收购人股权的情况、持有股份的数量及最近六个月的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直接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股份的情况。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有公司股份
的情况及其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六个月的交易情况
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担任职务
持股数量（
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１０，４７３．２７
－１３６，１６５．８１
－１２０，６５９．３３
金流量净额
（
２）主要财务指标
①盈利能力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盈利能力相关的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其中 ２０１６ 年度、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２０１９ 年 １－６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１１，４００．０４

哈尔滨哈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２，０００万元

１００％

哈药集团孙吴大麻二酚提取有限公司

工业大麻提取、加工和
销售

１，０００万元

９３％

５

哈尔滨哈药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万元

５１％

物业管理

注：上表不包含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和参股的公司。
２、收购人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
１）哈尔滨市国资委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哈尔滨市国资委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１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哈尔滨西部地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万元）

持股
比例

项目投资与建设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建筑工程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９１，２００

６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７

哈尔滨东部地区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８

哈尔滨好民居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９

哈尔滨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

１１５，７００

９１．３６％

１０

哈尔滨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１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５％

梁晨
高艳文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监事的直系亲属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公司董事会聘任梁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在就任前依据个人判断于２０１９年４
月１２日至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期间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５０００股股票。
公司监事的直系亲属高艳文女士依据个人判断在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期间，在二级市
场买卖公司股票２３次，现已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除上述情形外，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交易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董事会对其他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况：
（
一）董事因本次要约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
（
二）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本次要约收购结果；
（
三）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之间有重要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
四）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主要负责人）之间有重要的合
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
五）最近１２个月内做出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第四节 董事会建议或声明
一、董事会对本次要约收购的调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在收到哈药集团出具的《
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对收购人、收购目的、收购价格、收购
期限、收购资金、后续计划等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张懿宸
注册资本：４３５，２９４．１１７６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二）根据合资公司所投资企业董事会
一致决议并受其书面委托：１、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
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
务；２、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３、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
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４、协助其所投资企业
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三）设立研究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与公司所投资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相关的研
究、开发和培训活动，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四）为其股东提供咨询服务，为
五）向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咨询服
其关联公司提供与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
务；（
六）承接其股东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
七）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向其所投
该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资设立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２３０１００１２７０４０２８８Ｑ
成立时间：１９８９年０５月１３日
营业期限：１９８９年０５月１３日至２０５５年０７月３１日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６８号
联系电话：０４５１－５１９６１１１１
（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１、收购人股权控制架构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哈药集团原股东与重庆哈珀、黑马祺航签署增资协议，重庆哈珀、黑马祺航分别以
现金人民币８０５，２９４，１１６．４５元、４０２，６４７，０５９．１５元对哈药集团进行增资，分别认缴哈药集团新增注册资
本４３５，２９４，１１７元、２１７，６４７，０５９元，分别占本次增资后哈药集团的股权比例为１０．００％、５．００％。本次增资
完成后，哈尔滨市国资委的持股比例将由４５％下降至３８．２５％，哈药集团董事会将由现有的５名董事增加
至６名董事，其中哈尔滨市国资委有权委派两名董事，中信冰岛、华平冰岛、国企重组公司、重庆哈珀分
别有权委派一名董事。 哈药集团董事长经公司过半数的董事选举产生，且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 哈药集团由国有控股企业变为国有参股企业，不存在可控制半数以上股权或半数以上董事会席位
的股东， 因此哈药集团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其实际控制人将由哈尔滨市国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
人。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股权控制架构如下：

注：中信冰岛、华平冰岛和黑龙江中信均为中信资本控股下属企业，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２、收购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
１）哈尔滨市国资委
股东名称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世纪大道１号

Ｅｄｉｔｈ Ｃａｖｅ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注册资本

１ ＵＳＤ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１６
最近三年及一期，受到医药制造行业各项新政策的影响，公司盈利能力下滑。
②营运能力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营运能力相关的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其中 ２０１６ 年度、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０．３２

登记号

５３８３８Ｃ２／ＧＢ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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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哈药股份”或“
公司”）股份的第二次
● 本次公告为收购人要约收购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４

１００％

注册地址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３

间接持股５０％

５３，０００

５．９７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９５万美元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５８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公司股份之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辐射技术加工服务

交通工程建设

５．６０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６４

哈尔滨光雅辐射新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住房建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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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２０１９
年９月１１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７人，实际参会董事７人，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
告书的议案》（
同意６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１票）：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披露《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
股东报告书》。
公司董事长张镇平先生为控股股东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故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１００％

２

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３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２

持股比例

５

３．７３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９，３８８万元

２９１，２００

－０．７３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注册资本

副总经理

－０．１４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６４

兽药生产

魏双莹

销售净利率（
％）

５．２５

主营业务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１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１０

企业名称

１

６０，０００

中信资本冰岛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９

序号

市政投资建设

ＣＩＴ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６

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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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收购人及其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１、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哈药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经营范围

哈尔滨市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

存货周转率（
次）
２．５６
４．６１
５．１２
５．２３
最近三年一期各项营运指标略有下降， 但总体保持稳定， 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小幅波

２０１８年４月８日

企业类型

４

２６．４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９１１２０１１６ＭＡ０６Ｂ５ＥＪ０Ｕ

设立日期

３３０，２００

２５．８８

０．９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７．２４

２０１６年度

１，０００万人民币

孟晓东

２３．５０

０．８４

周晶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０

销售毛利率（
％）

０．８４

法定代表人

工业项目投资

于得志

０．４８

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中心商务区）金昌道６３７号宝正大厦负２层２０２－３２４

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２３０１００７５６３１８４４９Ｒ

总资产周转率（
次）

注册地址

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２）中信冰岛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７ 年度、２０１８

（
７）黑马祺航
公司名称

４１９，９００

负责人

２０１６年度

股权投资。 【
依法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依法应经许可审批而未获许可批准前
不得经营】

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注册地址

２０１７ 年度、２０１８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刘波

８２９，８１０．４１

６，８８０．２６

净利润

２３，８８３，４１８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

５５１，６０４．１８

利润总额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８

周行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指
Ａ股
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序言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根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哈药股份收到哈药集团送交的《
据《
证券法》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公告了《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以及对应的
提示性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哈药集团有限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哈药股份公告了《
公司要约收购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及《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哈药集团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哈药股份委托，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次要约收购之相关各方当事人已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报告书所需的全部材料和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全部材料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实效性承担法
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要求，本着客观公正的原
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行为等审慎的尽职调查基础上发表意见，谨供投资
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
一）公司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哈药股份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６４
（
二）公司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联系人、通讯方式
公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６８号
公司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７号
联系人：孟晓东
联系方式：０４５１－５１８７００７７
（
三）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１、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产业，主要从事医药研发与制造、批发与零售业务，是集医药研发、制造、销
售于一体的国内大型高新技术医药企业。 公司医药研发与制造业务涵盖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生物
制剂、中药、保健品等产业领域，公司拥有１８１６个药品批文和７７个保健品批文，产品聚焦抗感染、心脑
血管、感冒药、消化系统、抗肿瘤药以及营养补充剂等治疗领域，在产在销品规３５６个，主要产品包括阿
莫西林胶囊、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拉西地平片、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注射用丹参、注射用双黄连、葡
萄糖酸钙口服溶液、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双黄连口服液、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等。
２、最近三年一期的经营情况
近年来，在国家医药行业政策的驱动下，医药行业正处在深刻变革进程中，随着国家医疗保障局
的成立，并集定价权、招标采购权和支付权于一身，医保控费的力度和效率将大幅提升；在带量采购范
围扩大、鼓励集团采购和医联体采购等政策预期的影响下，大部分企业面临新一轮降价压力；限抗升
级、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目录出台、ＤＲＧ试点范围扩大等对现有的用药结构形成冲击，抗生素、中药注射
剂和辅助类用药等的临床使用继续受到约束。
面对医药行业政策频出、监管趋严的大环境，公司直面不利因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升综合
竞争力为重点，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１，４１２，
６８８．６０ 万元、１，２０１，７５３．１３ 万元、１，０８１，３６１．３６ 万元以及５５１，６０４．１８ 万元。
３、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１）主要会计数据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２０１７ 年度、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月未经审计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９ 年６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日
日

收入利润项目

７

企业类型

设立日期
（
３）华平冰岛
公司名称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Ｐ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ｔｄ

注册地址

１０ Ｆｅｌｉｘ ｄｅ Ｖａｌｏｉｓ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注册资本
登记号
（
４）黑龙江中信

１ ＵＳＤ
５１３９７Ｃ１／ＧＢＬ

提示性公告。
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９年９
● 按照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程序，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
月２４日和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本次全面要约收购系因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收购人”或“
哈药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履行因重
庆哈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重庆哈珀”）和天津黑马祺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黑马祺航”）通过增资方式分别取得哈药集团１０％和５％的股权导致哈药集团层面股东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目的系为赋予投资者充分选择权。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位为
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１、收购人：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被收购公司名称：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４、股票简称：哈药股份
５、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６４
６、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７、要约收购价格：３．８３元／股
８、要约收购期限：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
９、预定收购股份的数量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除收购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外的哈药股份其他已上市流通普通股。 截至要
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收购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外的哈药股份全部已上市流通普通股具体情况
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
股）
占比（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８３
１，３３３，７８１，１９１
５２．８６
二、要约收购目的
本次全面要约收购系因哈药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履行因重庆哈珀和黑马祺航通过增资方式分别取得哈
药集团１０％和５％的股权导致哈药集团层面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目的系为赋予投资者充分选择权。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哈药股份上市地位为
目的。
虽然收购人发出本次要约不以终止哈药股份的上市地位为目的，但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哈药股份的股
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哈药集团作为哈药股份的控股股东可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哈药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 促使哈药股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

（
２）黑马祺航对外投资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黑马祺航对外投资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及电子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
产品、智能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
技术开发；信息技术咨询；互联网技术咨询；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数据处理；投资管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６２．５０％ 理； 投资咨询；（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财务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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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狐狸普 惠 科 技 有
限公司

５０，１００

２

天津黑 马 祺 明 投
有限合
资中 心 （
伙）

１０，０００

１％

以自有资金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股权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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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天津黑 马 纵 横 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２９８，８００

０．０３３％

以自有资金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股权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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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天津黑 马 祺 行 企
业管 理咨 询 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２，１１０

０．２４％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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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６

西藏瓴 达 信 投 资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春 播 科 技 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

投资管理（
（
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
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企业管
理服务，创业投资管理（
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
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房
从事以上经营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２０．８３％ 地产和担保业务）（
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
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
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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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６５．８５６３

技术开发、咨询、交流、推广、扩散、转移；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
医用软件服务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种植蔬
菜、水果、坚果、花卉、谷物、豆类、薯类、中药材；销售新鲜蔬
菜、新鲜水果、花卉、谷物、豆类、薯类、纺织品、服装、日用
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电气机械、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
行车）、电子产品、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经加工的干果、
坚果、饲料、鲜蛋、通讯设备、建筑材料、家具、首饰、工艺品、
１０％ 钟表、眼镜、玩具、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配件、卫生间用具、化
妆品、卫生用品；采摘；包装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会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
食品；出版物零售；经营电信业务；零售药品。 （
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经
营电信业务、零售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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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