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20-6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 

等6家医院15%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鸡矿集团”）将其持有的鸡西

鸡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矿医院”) 15%股权、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矿集团”）将其持有的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矿医院”）15%股权、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煤

集团”）将其持有的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煤医院”) 15%股权、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鹤矿集团”）将其持有的鹤岗鹤煤振兴

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医院”) 15%股权、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鹤矿医院”) 15%股权、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康肿瘤

医院”) 15%股权通过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根据

挂牌转让交易公告，上述六家医院15%股权系捆绑转让，不拆分转让，上述6家医

院15%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底价合计为48,551.5125万元。 

2020年2月12日，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

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不高于4.88亿元交易价格摘牌6家医院15%的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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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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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七煤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8年02月28日 

营业期限 1998年02月28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37,237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长山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东进路14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309001300534858 

经营范围 

该公司负责下属企业经营管理；煤气、煤焦油、粗苯、硫酸

铵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7月06日），以下

经营项目只限具备资格的分支机构：煤炭开采、原煤洗选加

工、运输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制造与修理、焦炭煤气发电及

输变电供暖、建材、水泥制造、冶炼、化工（不含危险品）、
房地产开发、电子通讯、自来水、劳务输出、商贸矿山器材、

技术开发咨询与服务、工业会计审计、法律事务、农林牧渔

业务及养殖业、物业管理、住宿、正餐、进出口贸易，机械

设备（配件）制造、修理销售，环卫设施制造、维修、销售，
技术开发咨询与服务，房屋租赁、锅炉安装、改造（额定出

口压力≤2.5Mpa的锅炉）、机电设备安装、管路安装、钢结

构制造安装。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七煤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七煤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双矿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年01月10日 

营业期限 2001年01月10日至2031年01月09日 

注册资本 196,760.8857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宫延明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大街84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 91230500128215983X 



码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选煤；测绘（分公司）；造林、育苗（分公司）；

餐饮、住宿（分公司） ；电力生产（分公司）；资本运营；

机电设备租赁；建筑材料生产、经销（分公司）；矿山物资
生产、经销（分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供热（分公

司）；生产：粉煤灰空心砖、粉煤灰水泥制品、硅酸盐水泥

生产（分公司）***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双矿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双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鸡矿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年09月04日 

营业期限 2001年09月0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21,471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佳喜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红旗路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3030073690458XA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鸡矿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鸡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鹤矿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0年06月04日 

营业期限 1990年06月0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268,009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鹏飞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红军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30400129110892G 

经营范围 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鹤矿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鹤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概况： 

（1）拟受让标的名称：鸡矿医院、七煤医院、双矿医院、振兴医院、鹤矿

医院、鹤康肿瘤医院各15%股权。 

（2）类别：股权投资 

（3）权属：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6家医院15%股权，截至目前，6家医院是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未出现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需要

终止的情形。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该标的股权公开挂牌价格合计为人民币48551.5125万元 

2．六家医院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300MA18XMPR6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学军 

注册资本：39451.561853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1日 

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和平大街198号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诊疗服务；临床检验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服务；

疾病预防控制服务；企业管理与咨询服务；对医疗服务及医疗技术项目投资；一

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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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鸡矿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鸡矿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鸡矿医院历史沿革：鸡矿医院是由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

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取得鸡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9,890,076.50 73.48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9,177,342.78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448,199.25 11.52 

合计 394,515,618.53 100.00 

鸡矿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7,719,261.41 911,906,275.73  

负债总额 259,150,581.08  253,485,531.28  

所有者权益总额 708,568,680.33  658,420,744.45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5,717,423.96 632,579,118.34 

营业利润 66,948,816.43 92,934,721.32 

净利润 50,147,935.88 72,247,22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547,248.15 171,786,225.35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鸡西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鸡西鸡矿

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1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鸡西

鸡矿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75,562.61万元，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117,563.89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

估结论，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117,563.89万元。 

（2）企业名称：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00MA18XP7K2D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克达 

注册资本：24085.487371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6日 

住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大街200号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放

射诊疗许可证》核准诊疗科目范围内开展医疗服务；职业病医疗服务；医院管理

与咨询；医疗服务及技术项目投资；一级医疗器械经销；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营

养和保健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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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双矿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双矿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双矿医院历史沿革：双矿医院是由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

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取得双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6,980,161.20 73.48 

双鸭山双矿集团有限公司 36,128,231.06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746,481.45 11.52 

合计 240,854,873.71 100.00 

双矿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5,558,284.62 618,767,590.73 

负债总额 248,623,345.54 253,805,424.61 

所有者权益总额 426,934,939.08 364,962,166.12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5,072,387.83 552,112,760.21 

营业利润 82,225,542.67 71,287,052.26 

净利润 61,972,772.96 51,580,56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5,038,931.75  

          

46,151,695.83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双鸭山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双鸭山双矿

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2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双鸭

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46,991.38万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96,342.87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

终评估结论，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96,342.87万元。 

（3）名称：鹤岗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400MA18XKMA2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美波 

注册资本：72.000000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向阳路22号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诊疗服务，专科医院诊疗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振兴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振兴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振兴医院历史沿革：振兴医院是由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

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取得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2,000.00 85.00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000.00 15.00 

合计 720,000.00 100.00 

振兴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148,654.14  41,172,933.08  

负债总额 75,825,697.14  70,765,298.2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7,677,043.00  -29,592,365.18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87,135.49 13,585,141.42  

营业利润 -8,084,697.79  -10,403,350.27  

净利润 -8,084,677.82 -11,093,08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0,566.99 2,567,221.83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鹤岗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鹤岗鹤

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

第 4557-05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鹤岗鹤煤振兴医

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0.00万元。 

 

（4）企业名称：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900MA18XN1Q8G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德华 

注册资本：4628.674811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21日 

住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桃东街大同路168号 

经营范围：综内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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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

计划生育专业，优生学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妇女保健科，儿科，小儿

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咽喉科专业，口腔

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粘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

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

颌面医学影像专业，口腔病理专业，预防口腔专业，皮肤科：皮肤病专业（门诊），

性传播疾病专业（门诊），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

容中医科，精神科（门诊），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职业病科，临

终关怀科，麻醉科，疼痛科（门诊），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

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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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科，输血科，感染性疾病科，营养

科；体检科；手外科；高压氧治疗科，医疗、教学、预防、科研、职业病防治，

营养与保健品零售。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七煤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煤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七煤医院历史沿革：七煤医院是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取得七台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011,502.51 73.48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43,012.22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332,233.38 11.52 

合计 46,286,748.11 100.00 

七煤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6,671,654.31  

             

386,932,344.62  

负债总额              

260,649,869.59  

                 

282,878,863.1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6,021,784.72  

                 
104,053,481.48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7,058,282.89  

           

358,089,895.23  

营业利润                       

31,299,385.39  

             

47,902,214.00  

净利润                       

21,968,303.24  

             

32,928,03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529,980.39  

                           

58,900,521.51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七台河矿业精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

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

第 4557-06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七

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17,216.83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50,093.20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50,093.20万元。 

 

（5）企业名称：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400MA18XKMT8L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景望 

注册资本：14105.525683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红军街宝山路1号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诊疗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及零售，西药、中药、

食品零售。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鹤矿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鹤矿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鹤矿医院历史沿革：鹤矿医院是由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

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取得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3,647,402.72 73.48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158,288.52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249,565.59 11.52 

合计 141,055,256.83 100.00 

鹤矿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6,760,357.87  455,734,295.88  

负债总额 219,640,073.02  228,031,404.62  

所有者权益总额 247,120,284.85  227,702,891.26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1,360,771.02  340,236,589.57  



营业利润 26,781,277.01  45,970,054.17  

净利润 19,417,393.59  32,889,32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387,145.64  44,143,365.73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鹤岗鹤矿医

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3

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鹤岗鹤矿医院

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26,329.30万元，收益法

的评估结果为53,159.65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53,159.65万元。 

 

（6）企业名称：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400MA18XKMC99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荣河 

注册资本：5553.000000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解放路西段110号 

经营范围：专科医院诊疗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医疗设备租赁服务。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鹤康肿瘤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鹤康肿瘤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鹤康肿瘤医院历史沿革：鹤康肿瘤医院是由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取得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737,518.64 73.48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317,866.11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397,056.00 11.52 

合计 55,452,440.75 100.00 

鹤康肿瘤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817,408.80  101,077,045.88  

负债总额 44,313,984.64  45,164,782.08  

所有者权益总额 55,503,424.16  55,912,263.80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004,266.16  38,709,126.00  

营业利润 -408,839.64  951,620.50  

净利润 -408,839.64  688,96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08,073.09  2,186,805.32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鹤岗鹤

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

第 4557-04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鹤岗鹤康肿瘤医

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6,517.14万元。 

四、本次挂牌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 

鸡矿医院、双矿医院、振兴医院、七煤医院、鹤矿医院、鹤康肿瘤医院各15%

股权捆绑转让，挂牌底价合计为48551.5125万元人民币。 

2、定价原则及依据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1号、第4557-02号、第4557-03号、第4557-04号、第4557-05号、第4557-06

号评估报告，鸡矿集团、双矿集团、七煤集团及鹤矿集团通过黑龙江联合产权交



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转让鸡矿医院、双矿医院、振兴医院、七煤医院、鹤

矿医院、鹤康肿瘤医院各15%股权挂牌底格合计为48551.5125万元人民币。  

3、交易方式及交易合同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相关授权向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提交产权受让申请，若摘牌成功，在取得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书面资格确认意见后，与交易对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和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也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摘牌受让的标的医院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能够产生良好的协同效

应，将为上市公司开拓新的利润空间，成为上市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进一步提

升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行业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本次交易采用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影响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

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 

风险提示:本次收购股权需通过公开摘牌受让方式进行，能否成功摘牌受让

标的公司股权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公开摘牌受让股权的进展情况，

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标的医院的审计报告； 

3．标的医院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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