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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 

以增资方式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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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全资子

公司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医院”）以增资方

式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增资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进行。2019 年 6 月 28

日， “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在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挂牌，截止挂牌期满，意向投资方提交了投资申请，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采取协议方式组织交易，确定投资方为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和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其中，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

资额为 20,000.4296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4,422.00万元，增资完成后，占

烟台医院注册资本的 40%； 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增资额为 10,000.2148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7,211.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占烟台医院注册资本的

20%；新华医疗以债转股形式增资额为 5,300.3496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3,822.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占烟台医院注册资本的 40%。此次增资完成后，

烟台医院变更为新华医疗参股子公司。 

 本次挂牌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所募集的增资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中需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以增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

挂牌期满日期为 2019年 8月 22日，意向主体均可参与，交易成交价格体现

了公平、公允。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6月 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公开征集战略投

资者的议案》，经国资管理单位确认，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医院通过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挂牌方式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最终

成交价格以最后摘牌价格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6月 28日公司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1）、《关于全资子公

司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2019 年 6月 28 日， “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 在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止 2019年 8月 22日挂牌期满，意向投资方提交了投资申请，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采取协议方式组织交易，确定投资方为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和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其中，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额为 20,000.4296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4,422.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占烟台医

院注册资本的 40%； 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增资额为 10,000.2148 万元，认

缴注册资本 7,211.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占烟台医院注册资本的 20%；新华医

疗以债转股形式增资额为 5,300.3496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3,822.00万元，增资

完成后，占烟台医院注册资本的 40%。此次增资完成后，烟台医院变更为新华医

疗参股子公司。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所募集的增资额未达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需股东大会审议



的标准。交易实施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增资方情况介绍 

（一）投资方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 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办龙山路 66号 

3、法定代表人：董彬 

4、注册资本： 15000.000000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营业期限：2014 年 09月 28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对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行业进行投资；投资项目管理；企业投资服务；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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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9年 1-6 月份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45,709.83 15,048.46 130,661.38 16,705.93 2,953.10 

（二）投资方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惠州路 8-5号 

3、法定代表人：于金汕 

4、注册资本：5100.00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营业期限：2015 年 12月 25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金属工具、手动工具、气动工具、电动工具、液压工具、绝

缘工具、园林工具、起重工具、焊割工具、测量工具、汽车保养工具、电工工具、

工具包及箱柜、风机、除尘器、消声设备、水产养殖机械、环保设备、普通机械、

精密仪器、农用机械、电子设备、数控设备及零部件、劳保用品、厨房用品的生

产、销售（含网上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含网上销售）；工具检测、校验服务；



备案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 

8、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9年 6月 30日 2019年 1-6月份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88,695.15   45,314.19  43,380.96   48,253.19  1,501.75 

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四、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3313037023A 

3、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绿斯达路中段 

4、法定代表人：赵毅新 

5、注册资本：10,600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营业期限：2014-11-04 至 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

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免疫学专业、

变态反应专业、老年病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胸外科专业、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烧伤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

其他(小儿骨伤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

专业(不含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专业))、眼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

学科、运动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

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线

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神经肌肉电图专业、介入放射学专业、放射治疗专业)、

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眼科专业、耳鼻喉科专业、口腔科

专业、骨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

急诊科专业、预防保健科专业)项目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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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数据 

烟台医院为新华医疗的全资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烟台医院 2015 年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烟台医院（合并

口径）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66,415,447.24 713,213,672.19 

负债总额 911,191,302.62 642,670,822.77 

所有者权益 55,224,144.62 70,542,849.42 

项  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7,942,198.26 107,713,718.64 

净利润 -15,318,704.80 -19,571,324.34 

10、烟台医院的股权变动情况 

烟台医院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由新华医疗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注册

资本 600 万元，新华医疗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2015 年 7月，新华医疗对烟台医院以货币方式增资 10,000万元，烟台医院

注册资本变更为 10,600 万元，新华医疗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烟台医院增资前后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或第三方权利，不存

在冻结或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烟台医院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2019年 4月 11日出具《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

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的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8】791号）。 

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烟台医院 100%股权进行评估，评估师通过

对烟台医院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分析，根据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对

象、价值类型等相关条件，结合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等综合判断，最终选取资



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烟台医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4,681.02万元，评估增值 9,474.90万元，增值率为 182%。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原出资人：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医疗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许尚峰                       

投资方 A： 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办龙山路 66号 

法定代表人：董彬 

投资方 B： 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惠州路 8-5号 

法定代表人：于金汕 

增资企业：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绿斯达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赵毅新 

（一）增量进场交易情况 

本协议项下的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经资产评估

确认，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以协议方式择优选择确定投资方；投资方认

购注册资本 21,633.00 万元，增资额为 30,000.6444 万元，增资比例为 60%；原

股东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债转股形式认购注册资本 3,822.00 万元，

增资额为 5,300.3496 万元，增资比例为 10.60%。 

（二）增资款的支付 

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增资额，投资方应于签订《增资协议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汇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在银行开立的交易资金结算专户，

项目保证金 9,000万元抵交易价款。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根据原出资人和投资方的通知将增资款划转至增资企业

账户。 

（三）增资后企业出资人情况  



序

号 
出资人名称 住   所 

出资额 

(万元) 
比例 

出资

方式 

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华医疗科技园 
14,422 40% 货币 

2 
威海市文登区国有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办

龙山路 66 号 
14,422 40% 货币 

3 威海市力钰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

区惠州路 8-5号 
7,211 20% 货币 

合计 36,055 100%  

（四）投资溢价的约定 

根据本协议和增资方案的约定，投资方的投资溢价全部纳入标的企业资本公

积金。 

六、本次增资事项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事项的目的 

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新申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66,986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

高温灭菌耗材项目、新型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及中试项目、智能制造及信息化项目、

专科医院建设项目等，剩余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山东省文登整骨烟台医院建设

项目（一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专科医院建设项目的一部分，计划

投资67,296.87万元，本项目的投资回收期约为9.53年，内部收益率为10.47%。 

鉴于公司于 2018 年终止了非公开发行，导致烟台医院建设出现较大的资金

缺口，公司综合考虑投资成本、投资风险及运营管理后，结合公司“整合、升级、

提效”管理方针，决定由烟台医院以增资方式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此次引进战

略投资者，能够为烟台医院的发展带来外部资源上的助力，促使烟台医院快速发

展，有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和公司投资风险。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华医疗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烟台医院变为公



司的联营企业，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归集，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公司未对烟台

医院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委托烟台医院理财的情况。截止目前，烟台医院共计

借用上市公司资金 14,800 万元，此次增资过程中，借款金额中的 5,300.3496

万元将以债转股的形式转化为烟台医院的资本金，其余款项由烟台医院在完成增

资变更后一年内将本息偿还给新华医疗。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华医疗将降低投资风险，同时，烟台医院建设项目资本

金增加，有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 

七、备查文件 

增资协议书（2019 年[525]号）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