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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收购通过最后一关

2019年3月25日下午，博
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源）发布
公告称，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19年
第10次工作会议，对新开源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新

开源本次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
通过。

虽然公告只有短短几行，
但对于已经等待了整整两年的
新开源高管们来说，这一刻显
得弥足珍贵。

在新开源某高管配发朋友
圈的图片里，显然是过去几年
新开源高管们不断叩开证监会
大门的历程，照片里不仅有现
任董秘邢小亮，还有曾创下河

南A股上市公司最年轻纪录的
董秘王实刚。

事实上，回顾过去两年的
重组之路，新开源的跨国收购
可谓历经波折。

2017年3月，新开源发布
公告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收购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源生
物）83.74%股权，交易完成后，
新开源生物将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资料显示，新开源生物自
身经营规模较小，主要资产即
为 其 间 接 持 有 的 BioVi-
sion100%股权。实际上，本次
交易分两步完成：第一步由上
市公司联合外部投资者通过新
开源生物及其美国子公司
NKYUS收购BioVision100%
股权；第二步由上市公司向新
开源生物其他股东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新开源生物股权，
从 而 间 接 持 有 BioVi-
sion100%股权。

披露收购预案后，新开源
首先完成第一步操作。美国西
部时间2018年 3月 14日，新
开源生物通过 NKYUS 收购
BV100%股权完成交割，初步
交易价格约为17亿元人民币。

2018年6月27日，新开源
公告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
于2018年6月26日通过美国
政府反垄断审查。新开源生物
收购海外标的所需完成的相关
境内政府审批、登记、备案手续
已全部完成，海外标的BioVi-
sion的股权交割手续已完成。

半年之后，由于涉及收购
当中的一些细节，2019 年 2
月，新开源选择中止此次收
购。当时，邢小亮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证监会此前提出的反
馈意见当中涉及的一些细节问
题，需要各方再次确认，此次跨
国收购涉及部门较多，无法在
证监会要求的时间之前做出回
复。同时，邢小亮预测重启收
购的时间在今年2月底。

3月1日，新开源发布公告
重启收购，3周多之后的3月
25日，新开源跨国收购正式获
批。

精准医疗拼图完成

资料显示，BioVision坐
落于美国硅谷，成立于 1999
年，在为生命科学研究及实验
提供研究用产品及专业的外包
服务这一细分领域精耕较长时
间，每天生产上千个试剂盒，在
国内重组蛋白生产处于毫克级
的时候，BioVision的生产能
力已经达到公斤级，拥有150
多个客户，遍布70多个国家及
地 区 ，Sigma、ABCAM、
VWR、FISHER等全球知名的
生物科技公司是BioVision的
主要客户，因为公司处于生命
科学金字塔塔尖，所以不被市
场广泛关注，但是在业内具有
极高的知名度及影响力。据业
内人士介绍，BioVision被称
为生命科学研究工具领域的

“隐形冠军”，如今，随着新开源

正式将BioVision收入麾下，
其精准医疗的拼图正式得以完
善。

实际上，新开源的精准医
疗构想始于2015年。当年，从
事医疗辅料生产的新开源一口
气收购了武汉呵尔医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长沙三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晶能生物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3家企业，切入以
体外诊断为核心的医疗服务领
域。

随后，新开源不断延伸其
在 精 准 医 疗 板 块 的 触 角 。
2017年 12月，就在新开源宣
布收购BioVision后不久，新
开源又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北京
新开源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与若干机构及自然人合作，在
国内开设16家子公司，致力于
精准医疗业务板块运营。而这
16家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000
万元，且由北京新开源每家各
出资510万元，占股51%。

根据2月 27日新开源发
布的2018年业绩快报，报告期
内，新开源实现营业收入6.98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4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9100万元。

对于此次收购终于获批，
有机构投资者表示，此前新开
源在精准医疗上的布局，已使
其触角深入到肿瘤早期诊断、
分子诊断、基因检测等业务领
域，此次跨国收购完成，新开源
将占据生命科学研究制高点，
建立研发端核心优势。

新开源跨国收购一朝梦圆

3月25日，新开源某高管发了一条朋友圈：“历时两
年，新开源跨境重组今天通过”，同时配发的图片则是站
在证监会台阶前喜笑颜开的新开源高管们。

从2017年谋划跨国收购美国BioVision公司到今
年正式获批，这起跨国收购可谓曲折。随着重组获批，
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条朋友圈的最后一句“再启程”一样，
在精准医疗的道路上，新开源征程再启。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实习生 韩东琳 文图

一个多月之后
双汇发展再收问询函

在发布重组预案两个多月
之后，双汇发展再收问询函。

3月22日，双汇发展发布
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公司
管理部发出的《重组问询函》。
在此次深交所发出的问询函当
中，深交所要求双汇发展提供

“交易实现上市公司肉类主业
更加突出”以及提高双汇发展
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详细
说明。

此外，问询函还就交易标

的评估增值率较高问题以及交
易标的母公司双汇集团采用资
产基础法、对海樱公司采用评
估增值率较高的收益法而非资
产基础法的原因，要求财务顾
问和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意
见。

同时，对于此次交易前双
汇集团突击剥离所持汇盛生
物、双汇流冷易通股权等，交易
所要求双汇发展说明情况。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双汇
发展此次重组以来第一次收到
问询函。

1月30日，河南双汇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深交所

《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提
及为何由双汇发展而非罗特克
斯吸收合并双汇集团及其必要
性、合理性等多个问题。

随后在2月15日，双汇发
展发布公告回复交易所问询。
当时，双汇发展表示，罗特克斯
的注册地是香港，而双汇集团
的注册地是河南，两者受到的
法律管辖有所区别。而跨地区
进行吸收合并，没有相关操作
的程序。而双汇发展的重组计
划，主要是为了优化治理结构，
最终采用双汇发展来吸收合并
双汇集团。

双汇集团整体上市
交易对价402亿元

此次深交所连续问询的缘
由要追溯到今年 1 月 20 日。

当时，双汇发展发布公告，拟通
过向控股股东双汇集团的唯一
股东罗特克斯发行股份，对双
汇集团吸收合并。1月25日，
双汇发展发布吸收合并母公司
计划，拟向罗特克斯发行19.75
亿股，对双汇集团实施吸收合
并，交易对价预计为 402 亿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罗特克
斯预计持有双汇发展73.41%
的股权。而双汇集团持有的双
汇发展19.56亿股股票将被注
销。

3月16日，双汇发展发布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
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报告
书披露，根据评估作价，本次吸
收合并对价为390.91亿元，根
据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测算，
双汇发展通过向交易对方新发

行共计19.75亿股A股股份支
付本次吸收合并的全部对价，
本次交易不涉及现金支付。

据公开信息显示，双汇发
展此次并购，真正注入的增量
实业资产只有漯河双汇海樱调
味料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双汇
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漯河
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等4家公司，估值只占1%，
不到4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双汇此
举意在推动集团整体上市。通
过此次重组可以减少股权层
级，使股权清晰明了，同时还可
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工等成本。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重组
与此前双汇整体表现不佳有很
大关系，重组完成后可以更好
地与万洲国际进行协调管理，
整合资产。

时隔月余，双汇发展再收深交所问询函

双汇集团整体上市一波三折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实习生 韩东琳

此次双汇集团的整体上市或是万隆资本运作的“封
山之作”。不过就目前形势来看，一些细节问题，仍在考
校着这位已经79岁老人的智慧。

历经波折，精准医疗拼图终于完善

收购获批将为新开源发展增添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