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17-65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江阴百意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华健康”）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购江阴百意

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4 号)，现对上述公告中

风险提示、交易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定价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补充（补充内

容为黑色字体），补充后的公告全文披露如下：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需交易各方、交易标的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相应的批准或授权的决策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百意中医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及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终止挂牌的函，

完成终止挂牌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百意中医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及完成终止挂牌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同意公司子公司收购江阴百意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子

公司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在江阴百意



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意中医”)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终止挂牌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达孜赛勒康以现金 11,220

万元购买沈敏、尚亿投资、丁蕾、丁盛合计所持百意中医 51%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将持有百意中医 51%的股权。其他股东自愿放弃百意中医股

权转让所涉及的任何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股份转让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8 月 7 日，尚亿投资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向收购人出售其持

有的百意中医 6.4375%的股权。 

3、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8 月 7 日，百意中医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与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

挂牌的议案》、《关于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4、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百意中医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百意中医尚需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终止挂

牌的函，完成终止挂牌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98640175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沈敏 

注册资本：12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07月 05日 

住所：江阴市丽岛华都 1 幢 

经营范围：诊疗科目：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门诊）/耳鼻咽

喉科（门诊）/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

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肿瘤科专业；骨伤科专业；

肛肠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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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沈敏 480.00 40.000% 

2 百意生物 421.50 35.125% 

3 尚亿投资 154.50 12.875% 

4 丁蕾 72.00 6.000% 

5 丁盛 72.00 6.000% 

合计 1,200.00 1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百意中医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达孜赛勒康 612.00 51.0000% 

百意生物 421.50 35.1250% 

沈敏 89.25 7.4375% 

尚亿投资 77.25 6.4375% 

合计 1,200.00 100.0000%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全国首家成功登录全国中小企业股

转系统的中医医疗机构，是一所集医疗、康复、保健、预防为一体，具有较强综

合救治能力的二级中医（综合）医院。医院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米，拥有配套



的医疗业务及辅助用房，科室设置齐全，功能优良，医技力量雄厚，设施先进,

目前床位 250张。医院与上海中山医院、南京八一医院等名院长期合作，开通了

绿色医疗通道。经过发展，本院中医肿瘤、中医骨科、高血压专科等特色专科在

江阴及周边地区已有一定影响力，医院为无锡地区民营医院首家配置 GE 公司

螺旋 CT、GE 数字化 DR 摄片系列、彩色超声系列（GE）、迈瑞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等先进设备，为周边“一区两镇”15万居民提供了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 

最近一年财务情况（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40,569,629.62元，净资产 23,850,469.78

元，营业收入 38,262,310.39元，净利润 7,964,018.72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沈敏 

身份证号码:330219****** 

住址：江阴市大桥三村 99 号 

2、江阴尚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耀明 

主要经营场所：江阴市大桥路 18号 

3、丁蕾 

身份证号：320281****** 

住址：江阴市大桥三村 99 号 

4、丁盛 

身份证号：320281****** 

住址：江阴市大桥三村 99 号 

5、江阴市百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意生物”) 

住所：江阴市大桥路 95-99 号 

法定代表人：沈敏 

上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达孜赛勒康与沈敏、江阴市百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阴尚亿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丁蕾、丁盛及江阴百意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江阴百意

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一：沈敏 

乙方二：江阴尚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亿投资”) 

乙方三：丁蕾 

乙方四：丁盛 

丙方：江阴市百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意生物”) 

丁方：江阴百意中医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意中医”或“目标公

司”) 

    1、交易方案：在百意中医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终止挂牌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达孜赛勒康以现金 11,220 万元购买乙方合

计所持百意中医 51%的股权 

 2、本次交易实施的条件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2.1达孜赛勒康的股东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要)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2达孜赛勒康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3百意中医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要)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4 百意中医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挂牌并变

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5 如百意中医在本协议签署前已经签署并正在履行过程中的任何合同、

法律文件要求对本次交易的实施需取得第三方（包括且不限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塞支行、重庆宝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同意的，百意中医已

经取得该等同意。 



3、股权转让款支付：达孜赛勒康受让百意中医 51%股权的转让价款分七期

支付 

4、业绩承诺： 

乙方、丙方承诺，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00 万元、1,920万元、2,308万元、2,308 万元和 2,308

万元。 

如在承诺期内最后一年，百意中医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乙方、丙方应当向达孜赛勒康进行现金补偿。当年

的应补偿金额具体计算方式及补偿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

额。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11,220 万元；在逐年计算补偿金额的情况下，在各年

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时，取 0值，即已补偿金额不冲回。 

               当年应补偿金额优先以未支付的交易对价进行抵扣，不足抵扣的部分，乙

方、丙方应在百意中医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5个工作日内，向达孜赛勒康支

付现金补偿。 

    5、违约责任： 

   （1）如因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

任何义务，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达成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方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应足额赔偿损失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及调查取证费

等)。 

  （2）各方理解，乙方、丙方为履行本协议花费了极大努力和代价（包括摘牌

及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满足后，达孜赛勒康未能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支付任何一笔款项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

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但由于乙方、丙方或百意中医

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的除外)。逾期超过二十日，乙方、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

并要求甲方按照总价款 20%支付违约金，甲方收到乙方、丙方全部违约金之日起

30日内，甲方配合乙方和丙方将甲方持有丁方的股权全部转还给乙方和丙方。               

   （3）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乙方、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



向达孜赛勒康支付补偿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补偿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

分之三计算违约金支付给达孜赛勒康。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

应当赔偿守约方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及可得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及调查取证费等)。 

     6、生效条件 

   （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满足本协议第 3.1 条约定的本协议

生效的先决条件后即时生效，本条及本协议第 3.2条、第 4.1 条、第十五条的约

定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2）各方应尽力促成本协议第 3.1条约定的生效条件。 

   （3）各方同意，经各方书面签署同意，可对本协议条款作出修订。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解除本协议。 

   （5）过渡期内，如甲方发现百意中医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或存在未披露重大

或有风险，导致百意中医的经营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终止本次交易，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追究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为筹

划本次交易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差旅费等实际经济损失。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是结合医疗服务并购市场的特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各方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百意中医自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以来，不存在转

让的情形。 

    六、本次对外收购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百意中医在无锡地区为规模最大的民营中医院，同时在行业内首家登陆新三

板的中医医疗机构。标的公司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以中医肿瘤、高血压、

骨伤专科的特色专科门诊，并通过托管养老中心介入到社区家居养老服务。初步

形成了医养结合的模式。在局部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本次收购完成后，达孜

赛勒康公司将控股百意中医医院，按合并报表准则等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畴，将对公司经营绩效等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对外收购可能会受到国家养老、医疗政策的变化与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



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投资后标的公司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