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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收购上海天大医疗美容 

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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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标的：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大医院”）90%股权 

2、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自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环球”）确定文体、

健康、金融转型目标以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宁环球健康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环球健康”）与韩国 ID 健康产业集团（以

下简称“ID 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上海苏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亚医疗”，其中苏宁环球健康持股比例为 60%，ID 集团



持股比例为 40%），主要投资、开设整形医院及上下游相关标的。 

（1）苏亚医疗与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爱

投资”或“甲方 1”）、上海沪申五官科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

申五官科”或“甲方 2”）、长兴仁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长兴仁大”或“甲方 3”）、上海远大心胸医院（以下

简称“上海远大”或“甲方 4”）、深圳博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博爱”或“甲方 5”）、林志忠（以下或简称“甲方 6”）

签署了《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认购该公

司 90%股权。 

（2）投资金额：人民币 6,356 万元； 

（3）本次收购完成后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收购前股权比例（%） 
收购后股权比例

（%） 

1 仁爱投资 10 10 

2 沪申五官科 5 - 

3 长兴仁大 55 - 

4 上海远大 30 - 

5 苏亚医疗 - 90 

合计 100 100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无需

提交苏宁环球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 

1、仁爱投资：持有天大医院 10%股权。 

公司名称 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041321884714 

法定代表人 林新平 

成立日期 2000年 9月 25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18 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医疗器械使用技术咨询服务、美容用品、医疗器械（见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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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00年 9月 25 日-  

2、沪申五官科：持有天大医院 5%股权。 

公司名称 上海沪申五官科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047449077212 

法定代表人 林志忠 

成立日期 2002年 11月 23 日 

注册资本 1500 万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269 号 

经营范围 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

科、验光配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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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02年 11月 23 日-2022 年 11月 22 日 

3、长兴仁大：持有天大医院 55%股权。 

公司名称 长兴仁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30522MA29JU0N2U 

法定代表人 林雪静 

成立日期 2017年 6月 6 日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经济开发区明珠路 1278 号长兴世贸大厦 A 楼 11 层

1101-18 室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上午信息咨询、财务咨询、

企业影响策划、广告策划、广告设计（除金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前置

许可项目，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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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7年 6月 6 日- 



4、上海远大：持有天大医院 30%股权。  

公司名称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统一信用代码 52310104798981978Y 

性质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法定代表人 林丽君 

成立日期 2007年 3月 27 日 

注册资本 4000 万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218 号 

经营范围 内科、外科、儿科、肿瘤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 

许可证有效期 2007年 3月 27 日-2032年 1 月 10 日 

5、深圳博爱：持有仁爱投资 100%股权，系天大医院实际控制人 

公司名称 深圳市博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300715224569Y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新强 

成立日期 1999 年 8月 9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2068 号中深国际大厦八楼北侧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建筑

材料、汽车零配件的购销及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6、林志忠：持有深圳博爱 15%股权，系天大医院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对手与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3、注册地：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339 号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期限：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6、经营范围：外科，医学美容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

影像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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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为：外科、医疗美容科、麻

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并获批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开展“面部骨骼轮廓整形技术”。 

8、天大医院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4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696,520.47 13,976,877.25 

负债总额 23,896,886.49 20,646,033.35 

净资产 -9,200,366.02 -6,669,156.10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4,733,581.32 52,091,737.80 

净利润 -2,531,209.92 -11,035,229.02 

注：2014、2015 年利润分别为 2,846,440.76 元、5,336,480.04 元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标的股权 

1、转让方同意甲方 2、甲方 3、甲方 4 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90%

股权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利及义务转让给受让方。本协议



签定后，转让方即开始办理甲方 2、甲方 3、甲方 4 持有目标公司 90%

股权的变更手续。 

2、本次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90%股权，甲方 1 持

有目标公司 10%，甲方 2、甲方 3、甲方 4 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自登记日起，受让方作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

规的规定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二）股权转让款及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款 

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目标公司 90%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 6356 万元（大写：陆仟叁佰伍拾陆万元）。 

2、支付方式 

（1）第一期付款：在本协议签订后 3 个工作日之内，受让方支

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690 万元（大写：叁仟陆佰玖拾万元）

至转让方的银行账户。 

（2）第二期付款： 

在工商变更、相关医疗证照变更、股权交割并接管经营事宜全

部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款，即 1928 万元（大写：壹仟玖佰贰拾捌万元） 

（3）第三期付款： 

将剩余转让款，即 738 万元（大写：柒佰叁拾捌万元），作为本

次交易的风险质押金，如未发生协议约定的扣款事宜、或扣款后尚

有余额的，受让方在自交接日起 12 个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



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三）先决条件 

受让方完成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的义务以下列各项条件得到

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放弃为前提，如转让方未满足以下任一先决条

件，受让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及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如受让方确认

先决条件达成，则转让方承诺必须按本协议的“二、转让价款及支

付方式”与收购方进行股权交割及相应工商变更： 

（1）转让方的陈述和承诺保证真实、正确且未遗漏重要事项； 

（2）转让方等在此之前已履行应履行或遵守的承诺和义务； 

（3）转让方、被转让公司不存在禁止公司履行本协议的法律法

规、法院判决、政府机关命令、税务调查等； 

（4）股东会决议：受让方已收到了转让方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公

司届时有效的章程做出的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同意本协议下的股权

转让。 

（5）、过渡期安排的完成：转让方完整履行了本协议第六条下

的各项承诺。  

（四）违约责任 

各方均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任何一方如有违约，应

承担违约责任，除支付违约金 800 万元外，若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

的，均由该违约方负责赔偿，赔偿数额不低于守约方所受到的实际

损失。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个人签字、单位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苏宁环球在确立了文体、健康、金融转型方向以来，转型产业

不断布局，考虑既有资源及自身优势，转型工作均在积极推进，不

断落地生根。此次收购天大医院股权，标志着医美产业在一线城市

的布局取得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公司通过收购、自建等多种方

式，将尽快加速分区域，多层次的医美产业战略布局。目前，公司

在重庆的自建医美医院项目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天大医院拥有开展“面部骨骼轮廓整形技术”资质的优势资源，

公司参股的 ID 集团在此方面拥有行业领先技术优势，未来通过强强

联合，加速 ID 集团先进技术及团队在国内的业务落地，提升公司在

高端医美领域的实力，积极打造医美行业品牌。 

本次收购符合苏宁环球的转型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可持续性发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天大医院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公司预计上述股权收购以及未来双方资源的整合，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整形美容行业在我国尚处于新兴业态，相关监管措施的制定仍

在逐步完善，我国整形美容市场发展迅猛，竞争十分激烈。苏宁环

球董事会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同时我司将采取适当的管



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