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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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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近日，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常宝股份”）

的关联方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嘉业”）获得投资广州复大医

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机会，为符合其与常宝股份关于同业竞

争的相关承诺，中民嘉业将上述投资机会告知常宝股份。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与中民嘉业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嘉愈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愈医疗”）签署投资协议，由常宝股份和嘉愈医疗共同

出资设立嘉兴愈安投资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下简称“持股公司”），用于收

购目标公司51%的股权，转让对价为37,230万元。上述持股公司总投资额为37,230

万元，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常宝股份认缴300万元，嘉愈医疗认缴700万

元，剩余投资额，双方根据注册资本认缴份额等比例出资,以上常宝股份本次总

投资额为11,169万元。 

2、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共同

投资设立公司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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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设立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形。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

理相关事宜。  



    二、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嘉愈医疗 

企业名称：上海嘉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东辉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 号 25002 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嘉愈医疗通过常宝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取得常宝股份 142,265,457

股股份（占常宝公司股份总数的 14.41%），该等股份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深

圳市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嘉愈医疗成为常宝股份持股 5%以上的第二大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嘉愈医疗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50,117,65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20%。 

（2）中民嘉业 

企业名称：中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志超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 号 2302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城

市基础设施、环保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内的投资，广告设计、

制作、发布，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的销售，建筑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医疗领域内的投资管理。 

嘉愈医疗是中民嘉业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行动人。中民嘉业的控股股

东为中民投。中民投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 家民营企业

发起设立的大型投资公司，于 2014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亿

元，无实际控制人。 

2、持股公司基本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常宝股份、中民嘉业及嘉愈医疗签订的协议，由常宝股份和嘉愈医疗共

同出资设立持股公司收购目标公司 51%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嘉兴愈安投资有限公司（暂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暂未确定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出资占比 
嘉愈医疗 700 万元，占比 70% 

    常宝股份 300 万元，占比 30%。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持股公司控制权及公司治理如下： 

    ①在双方作为持股公司的股东期间，嘉愈医疗保证在持股公司的所有决策事

宜上均与常宝股份保持一致意见并采取一致行动，即持股公司股东会会议时，嘉

愈医疗及其委派的代表对审议事项所投的“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的

种类与常宝股份及其委派的保持一致。 

    ②嘉愈医疗保证，因任何原因不能及时行使其股东权利的，应当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股东权利授权给常宝股份。 

    ③持股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双方委派代表共同组成。嘉

愈医疗同意，在持股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时，嘉愈医疗提名之董事对审议事项所

投的“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种类与常宝股份所提名的董事保持一

致。 

3、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56004172 

法定代表人：王怀东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聚德中路 91、93 号 9 楼 916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

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医院管理;专科医院（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 

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肿瘤治疗专科医院，通过国

际 JCI 认证医院，被广东省卫计委核定为三级肿瘤专科医院，由省卫计委直接

管辖；其创始人院长徐克成等曾获“白求恩奖章”，该奖项为全国卫生系统模范

个人的最高行政奖励，并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等多项荣誉。其团队在几类癌症治疗技术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该医院立足一线城

市，在华南区域及东南亚国家拥有较好的辐射能力。其海外病人在历史期间贡献

收入占比 50%以上。医院的主要情况如下： 

面积 
北院区：建筑面积 17613 平米，为租赁用房； 

南院区：建筑面积 11397 平米，为自有物业 

医保 
广东省公费医疗定点、广州市公费医疗定点、城镇职工医

保定点、城乡居民医保定点 

合作机构 暨南大学附属医院 

性质 营利性医院、三级专科、隶属于广东省卫计委直接管辖 

床位 编制床位 400 张 

人员状况 
员工人数共 467 人，其中医务人员 303 人，包括高级职称

28 人，中级职称 82 人 

科室设置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妇科专业（限门诊）/儿科

（限门诊）/眼科（限门诊）/耳鼻咽喉科（限门诊）/口腔科

（限门诊）/皮肤科（限门诊）/肿瘤科/康复医学科（限门诊）

/临终关怀科/麻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

科；核医学专业/中医科（限门诊）/中西医结合科（限门诊） 

（2）股本结构 

截止本公告日，目标公司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左建生 6,022,170 10.0370% 

2 徐克成 3,544,155 5.9069% 

3 牛立志 1,771,380 2.9523% 

4 刘建国 1,771,380 2.9523% 



5 深圳市海恒实业有限公司 22,654,665 37.7578% 

6 上海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10.0000% 

7 广州市顺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36,250 7.8938% 

8 樟树市复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551,555 12.5859% 

9 樟树市克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369,695 7.2828% 

10 樟树市顺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78,750 2.6313% 

合计 60,000,000 100% 

4、主要财务数据 

目标公司 2015 年总资产 24,270 万元，总负债 6,209 万元，净资产 18,061 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 24,014 万元，净利润 1,840 万元；2016 年总资产 20,258 万元，

总负债 3,934 万元，净资产 16,32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2,153 万元，净利润 664

万元; 2017 年 1-7 月份，总资产 20,363 万元，总负债 4,284 万元，净资产 16,07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976 万元，净利润 75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交易定价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是基于市场价值，各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方式最终确定。本次标的资

产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6、交易内容和方式 

持股公司总投资额为 37,230 万元，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常宝股份认

缴 300 万元，嘉愈医疗认缴 700 万元，剩余投资额，双方根据注册资本认缴份额

等比例出资。常宝股份占投资总额的 30%为 11,169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通过持股公司收购目标公司股权，符合公司在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的

战略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医疗行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在医疗服

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本公司长

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在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运营管理、

医疗技术、行业竞争、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不可预测风险，本公司及持股公司

将会以谨慎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公司将利用在医疗领

域的资源，加大所属医院之间的整合和协同，提升综合竞争力。 

 

    五、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披露日前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54 亿元，为前期常宝股份向嘉愈医疗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通过设立持股公司收购复大医院股权，符合公司在医疗服

务行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医疗行业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医

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1,169 万元，

与上海嘉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持股公司并收购广州复大医院 51%

的股权。 

 

    七、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审议的《关于设立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认可，并签署事前认可意见，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时，不存在回避

表决情形，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本次对外收购医院股权，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投资公司的股

权比例，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4、公司本次对外收购股权，符合公司双主业发展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拓展

公司医疗业务的发展空间，提升公司医疗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

营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签字页；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签字页； 

    3、独立董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4、本次投资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