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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18-132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

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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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2018年 9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公司子公司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

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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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以现金 51,350

万元收购朱智彪、潘松琴所持有的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

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达孜赛勒康实际拥有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

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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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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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46317469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智彪 

注册资本：1,000万 

成立日期：2002年 11月 19日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义东路 365号六楼 

经营范围：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连锁）；生产加工：罐头、炒货食品

及坚果制品（其他类）；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经营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第一类医

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妆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

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

出版物）、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玻璃仪器、消毒用品、洗涤用品（以上经营范

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健身器材零售；中医科。 

收购前股权结构：朱智彪持股 55%、潘松琴持股 45% 

收购后股权结构：达孜赛勒康持股 65%、朱智彪持股 19.25%、潘松琴持股

15.75%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为国家 GSP认证企业，义乌市医保定点

单位。并设有义乌、金华、佛堂、廿三里等分馆。2011年以来，先后被评为 “浙

江省知名商号”、“浙江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浙江省老字号”、“浙江省 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名牌”、“浙江十大名医馆”等， 

三溪堂中医药文化项目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截止 4.30 的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89,210,487.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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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10,560,243.53 元，净利润 4,572,596.03 元。 

截止 2018年 4月 30日，总资产 211,352,618.86元。 

2018年 1-4月，营业收入 56,413,103.87元，净利润 6,314,818.89 元。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D82A5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智彪 

注册资本：600万 

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义东路 365号 

经营范围：内科、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医疗美容科、康复医学科、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肿瘤科专

业；针灸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收购前股权结构：朱智彪持股 55%、潘松琴持股 45% 

收购后股权结构：达孜赛勒康持股 65%、朱智彪持股 19.25%、潘松琴持股

15.75%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于 2012 年由义乌市卫计委批准设立，为“义乌市

医保定点单位”，目前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已完成改制，其业务活动、人员及

业务资质已由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承接。设有中医内科、中医妇科、

中医肿瘤科、治未病科、中医皮肤科、针灸推拿科、骨伤科、中医儿科、男性科、

不孕不育科等重点中医专科。三溪堂坚持“中医特色、国医国药、优质服务、科

学发展”的发展战略，秉承“传承三溪，济世养生”的宗旨，聘请浙江省乃至全

国范围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名医专家，坚持“名医、名科、名院”的发展战

略，为广大顾客提供优质、周到、温馨的健康养生服务。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截止 4.30 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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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09,607,227.19元。 

2017年 1-12月，营业收入 102,894,971.00元，净利润 26,248,045.71 元。 

截止 2018年 4月 30日，总资产 213,029,078.49元。 

2018年 1-4月，营业收入 33,759,357.67元，净利润 11,514,792.79 元。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7823298973516 

法定代表人：朱智彪 

注册资金：30万 

住所：义乌市义东路 365 号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是由朱智彪个人出资 30 万成立的民办非营利机构，

主要业务范围：中医药研究、推广。 

收购前股权结构：朱智彪持股 100% 

收购后股权结构：达孜赛勒康持股 65%、朱智彪持股 35% 

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最近一年及截止 4.30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6,671.19元 

截止 2018年 4月 30日，总资产 17,183.74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朱智彪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县前街 59号 2单元 511室 

身份证号：330725******0430 

潘松琴 

住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义东路 65号 10幢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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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330725******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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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孜赛勒康与朱智彪、潘松琴签订《关于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的股权收购协议书》 

甲方：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一：朱智彪 

乙方二：潘松琴 

丙方： 

丙方一：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馆”) 

丙方二：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医保健院公司”) 

丙方三：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医药研究所”) 

公司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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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现金 51,350 万元收购朱智彪、潘松琴所持有的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

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达孜赛勒康实际拥有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

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股权。 

1、交易方案：达孜赛勒康以现金 51,350万元收购乙方所持有的国药馆、中

医保健院公司、中医药研究所各 65%的股权，具体为：乙方一转让其所持国药馆

和中医保健院公司各 35.75%股权；乙方二转让其所持国药馆和中医保健院公司

各 29.25%股权；乙方一转让其所持中医药研究所 65%出资份额和权益。      

2、本次交易实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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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1）宜华健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有)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达孜赛勒康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标的资产股东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4）如本次交易实施前，本次交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提出其他

强制性审批要求或豁免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则以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为准调

整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3、股权转让款支付：达孜赛勒康受让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分 7期支付。 

4、业绩承诺：、 

朱智彪、潘松琴承诺，标的资产 2018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5%，即 2019 年度

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5,75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

增长率不低于 12%，即 2020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6,440 万元；2021 年

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0%，即 2021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

利润不低于7084万元；2022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0%，

即 2022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7,792.40 万元；2023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

利润与上一年度持平，即 2023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7,792.40万元。 

如在承诺期内，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税后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税后净利润数，朱智彪、潘松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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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税后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税后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

价－已补偿金额。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税后净利润之和为 39,858.8 万元，本次

交易的总对价为 5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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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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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标的资产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达孜赛勒康支付现金

补偿。 

各方同意，国家或地方行业政策变化、行业监管、行业格局及发展状况、标

的资产内部人员调整、经营思路调整等因素均不属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不作

为乙方业绩承诺指标的免责或抗辩理由；乙方应当负责并积极应对该等变化所导

致的（潜在）不利影响。 

5、违约责任： 

(1) 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

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

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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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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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达孜赛勒康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

款期限、付款金额支付相关款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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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乙方或标的资产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的除

外)。 

(4) 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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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甲方原因导致逾

期支付的除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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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生效及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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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达孜赛勒康履行完其内部决策程

序之日起生效。 

    （2）各方同意，如本协议任何条款所约定的权利或义务仅涉及本协议的部

分主体的，经该等条款所涉及的主体书面签署同意，可对该等条款作出修订，该

等条款未涉及的其他主体对此无异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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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过渡期内，如甲方发现标的资产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或存在未披露重

大或有风险，导致标的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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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丙方对此

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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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的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

会导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本次对外收购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主要业务模式为“中医门诊﹢药店零售”，同时标的资产

具有非常悠久的中医品牌和中华医学文化，将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医疗产业的布局

范围，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入中医产业领域，将为公司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中医

板块将与公司下属的综合性医院、中高端养老社区形成互补的产业协同效应，形

成全面医养运营模式，打造新型的医疗养老产业平台。本次收购完成后，达孜赛

勒康公司将控股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

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按合并报表准则等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公司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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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范畴，将对公司今年及以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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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