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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8               证券简称：思创医惠   公告编号：2017-056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杭州认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加快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思创医惠”）

智慧医疗业务在医疗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布局和发展，进一步加强公

司在医疗人工智能方面的先发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经友好协商，公司决定

以自有资金出资 3,333.20 万元人民币受让杭州伯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伯仲”）所持有的杭州认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认

知”）8.33%的股权。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7 日与杭州伯仲在杭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投资杭州认

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杭州伯仲成立于 2014 年 9 月 3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

腾，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六和路 307 号 2 幢 10 层，经营范围：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医疗

技术；承接：通讯工程（凭资质经营）、计算机网络工程；制作、复制、发

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调查、礼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赛事活动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商

务信息咨询、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网

上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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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文化用品、化妆品（除分装）、珠宝首饰、工艺品、家用电器、体育用

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 

杭州伯仲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杭州伯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吴小华 31.25% 

胡春玲 18.75% 

刘建双 10% 

公司与杭州伯仲法人股东及三名自然人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杭州认知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注册资本 904.0872 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涂震，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7 号 6 幢 518 室，经营范

围：服务：网络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涉及行医许可证的除外），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 

杭州认知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领域人工智能（AI）应用的创新型科技公

司，致力于围绕临床应用提供人工智能诊疗或辅助诊疗技术及服务。通过医疗

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结合病人实际情况给出精准的辅助诊疗意

见，为医务工作者、医学科研工作提供精准的临床辅助决策和科研分析，有效

提高医生诊疗效率、诊断准确率、科研临床转化率，从而提高整体治疗水平。 

杭州认知是国内首家 IBM Watson for Oncology 官方授权运营商，在与

IBM Watson health 的合作开发过程中，首次将 Watson for Oncology（沃森肿

瘤解决方案）引入中国，服务于中国医生和患者。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发展，杭

州认知在人工智能产品的自主研发、运营推广、售后服务等多方面取得了开创

性成果，实现了 IBM Watson for Oncology 产品本地化，完成国内唯一的适合

中国临床应用的本地化版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及基于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互动平

台，并已与国内几十家三甲医院签署合作协议，打造了医联体智能联合诊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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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认知医学专委会协同体系，快速构建肿瘤临床个性化高端解决方案，该方

案目前已在国内多家医院正式落地运营，并在落地医院的医联体内快速延伸，

目前实际已覆盖上百家服务医院，且正处在快速发展期。未来，杭州认知作为

IBM 全球核心战略合作伙伴，将进一步强化与 IBM 沃森全球部门的深度战略合

作关系，通过不断的产品升级与平台建设，打造以沃森为中心的智慧医疗服务

生态体系，实现人工智能在临床辅助诊疗方面的产业价值，积极推动国内精准

智慧医疗的快速发展。 

本次投资前后，杭州认知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例

（%）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例

（%） 

涂震 250 27.65% 250 27.65% 

吕杰青 181.7214 20.10% 181.7214 20.10% 

杭州翠柏信誉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6237 15.33% 138.6237 15.33%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 0 75.3376 8.33% 

杭州伯仲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75.3376 8.33% 0 0 

才仁拉加 74.9127 8.29% 74.9127 8.29% 

应伟华 54.2452 6% 54.2452 6% 

医惠科技有限公司 30.1423 3.34% 30.1423 3.34% 

诸暨沃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1226 3% 27.1226 3% 

新昌普华京新固周健康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226 3% 27.1226 3% 

方立春 19.5446 2.16% 19.5446 2.16% 

浙江中特建设有限公司 16.2736 1.80% 16.2736 1.80% 

王琼 9.0409 1% 9.0409 1% 

合计 904.0873 100% 904.0873 100% 

注：本次投资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有限公司已持有杭州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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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股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杭州认知 11.67%股

权。 

杭州认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2017 年 6月 30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3,511.19 4,365.54 

净资产 3,662.74 4,460.14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9.43 0 

净利润 -1,047.39 -808.48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杭州伯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价格及作价依据 

思创医惠以自有资金 3,333.20 万元,受让杭州伯仲持有的杭州认知 8.33%股

权，对应其注册资本 75.3376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确定，综合考虑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经营进展、业务

的成长性，以及与思创医惠的协同效应等各因素，双方自愿协商定价：每单位

注册资本 1.00 元的价格为 44.24 元，股权转让价款合计 3,333.20 万元。 

（三）付款期限和方式 

自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思创医惠应向杭州伯仲以货币资金的支付

方式、通过银行转帐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 

自本协议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将配合杭州认知完成本次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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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约责任 

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条款，一方不履行协议或履行不符合协议约定

的，另一方可要求违约方支付本协议总金额 10%的违约金，并有权要求违约方

赔偿损失。 

（五）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思创医惠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2017年 7月 20日，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医疗是规

划中明确的人工智能应用重要领域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与临床

医学的结合也越来越成为医疗行业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计，我国医疗人工智能

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公司自 2016 年年初开始布局基于医疗大数据应用的医疗人工智能产业以

来，医疗人工智能已成为公司智慧医疗业务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3 月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有限公司参股投资杭州认知，在帮助杭州认

知快速拓展 IBM Watson for Oncology 的国内市场的同时，与杭州认知进行了

医疗人工智能技术与相关服务产品的深度融合，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公司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的自主研发，推出了国内唯一以医疗大数据+认知计算为

基础，同时又结合临床应用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解决方案，并陆续有基于单病

种辅助诊疗的人工智能应用产品问世，从而树立了公司在国内医疗人工智能领

域的领先优势。 

此次公司出资 3,333.20万元人民币受让杭州认知 8.33%的股权，系公司加

快智慧医疗业务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步伐的重要举措，对公司打造从物联网终

端到智能开放平台到人工智能的三层战略架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与杭州认知在技术及产品方面的深度合作，加速沃森联合会诊中心在全

国范围内的落地，快速铺开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网络，实现互利双赢。因

此，本次对杭州认知的投资，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中长期

战略发展需要。 

六、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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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认知运营的沃森联合会诊中心已开展商用服务，但医疗人工智能在

国内的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市场培育和推广仍是杭州认知目前的工作重心，

短期内杭州认知仍将处于投入期，标的公司存在短期无法实现盈利的风险。 

2、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和投资情绪高涨，医疗人工智能也有众多资本

及相关企业涉足，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竞争将逐渐加剧，同时人工智能的

技术也在快速迭代，标的公司若不能快速占领市场，加大技术投入，则存在先

发优势减弱甚或丧失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