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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卫康亿间接投资钥世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间接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为加大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创新业务板块的拓展力度，激发核心员工的创新创业热情，形成更

好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相关机制，公司核心员工持股平

台上海卫康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卫康

亿”）拟以 1,106.1154 万元受让自然人朱凯舟、戴学春持有的上海卫

钥云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卫钥云”）

86.1688%（认缴出资 1,292.5330 万元，实缴出资 1,106.1154 万元）

出资份额。卫钥云持有上海慧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事”）

68.4445%的股权。慧事持有公司参股公司上海钥世圈云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钥世圈”）15.85%的股权,为钥世圈的核心员工

持股平台。本次交易完成后，钥世圈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各股东持股

比例保持不变，卫康亿将透过卫钥云、慧事间接持有钥世圈约 9.3451%

的股权，股权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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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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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卫康

亿系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公司核心员工成立的有限合

伙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卫康亿间接投资钥世圈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3、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卫康亿

间接投资钥世圈事项，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总裁办公会议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卫康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UUYT55 

卫康亿 朱凯舟 戴学春 

卫钥云 其他股东 

慧事 卫宁健康 其他股东 

钥世圈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9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2019 年 11 月 29 日至 2039 年 11 月 28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利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 58 号（上海横泰

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翻译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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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卫康亿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暂无相关财务数

据。 

2020 年 2 月，卫康亿通过增资和合伙份额转让方式引入周炜、

刘宁等 28 名公司核心员工入伙，同时执行事务合伙人由王利变更为

周炜，该次增资和合伙份额转让后卫康亿出资情况如下表（目前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合伙人姓名 公司任职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备注 

周炜 董事长 650 11.8182% 
普通合伙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 

刘宁 副董事长 600 10.9091% 普通合伙人 

WANG TAO 

（王涛） 
董事、总裁 600 10.9091% 普通合伙人 

靳茂 
董事、高级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 
550 10.0000% 普通合伙人 

王利 财务总监 350 6.3636% 普通合伙人 

孙嘉明 高级副总裁 150 2.7273% 有限合伙人 

其他 24名核心员工小计 2,600 47.272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 5,500 100.0000% - 

关联关系说明：卫康亿系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公

司核心员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其他方基本情况 

1、朱凯舟 

男，中国国籍，住址：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身份证号码：

3101041970****，朱凯舟现任钥世圈副总经理职务，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2、戴学春 

男，中国国籍，住址：江苏省阜宁县****，身份证号码：

3209231983****，戴学春现任钥世圈副总经理职务、卫钥云执行事务

合伙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上海卫钥云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UW5U4C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29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2019 年 11 月 29 日至 2039 年 11 月 28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戴学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 58 号（上海横泰

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翻译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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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卫钥云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暂无相关财务数

据。 



卫钥云为钥世圈第二层核心员工持股平台，透过慧事间接持有钥

世圈 10.8485%的股权。卫钥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上海慧事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34235073XH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周舜 

营业期限：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035 年 5 月 17 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50 号 618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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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慧事为钥世圈核心员工持股平台，未开展实质性经营

活动。 

慧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5、上海钥世圈云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8342086895T 

注册资本：人民币 8905.1442 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周炜 

营业期限：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35 年 6 月 30 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50 号 609 室 

经营范围：在健康、计算机、软件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健康咨询（不得

从事诊疗活动、心里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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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卫宁健康持有 31.97%的股权，国药健康实业（上海）

有限公司持有 19.65%的股权，上海千骥星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持有 15.07%的股权，慧事持有 15.85%的股权，上海知中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9.83%的股权，上海帝林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 7.64%的股权。钥世圈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钥世圈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987.63 14,078.04 

总负债 4,361.80 3,499.53 

净资产 10,625.83 10,578.51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7,929.21 8,742.85 

利润总额 -1,258.03 -1,258.77 

净利润 -916.24 -927.18 

钥世圈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

炜先生同时担任钥世圈董事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靳茂先生同

时担任钥世圈董事，钥世圈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参考钥世圈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结合钥世圈的实际

经营状况和后续发展规划等因素，交易各方遵循公平、合理、公允、

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出资份额转让价格由双方自主协商确定。 

2、合伙人朱凯舟同意将在卫钥云 4.1125%出资份额（认缴出资

61.6887 万元，实缴出资 52.7915 万元）及对应的财产份额以 52.7916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卫康亿。 

合伙人戴学春同意在卫钥云 82.0563%出资份额（认缴出资

1,230.8443 万元，实缴出资 1,053.3238 万元）及对应的财产份额以

1,053.323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卫康亿。 

3、受让上述份额后，卫康亿成为卫钥云的普通合伙人，朱凯舟、

戴学春为有限合伙人。全体合伙人另行签署合伙协议。 

4、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且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力机

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问题。本次交易完成

后不会对公司及钥世圈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审议通过

了《关于关联方间接投资纳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南京大经中医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关联方间接投资

纳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南京大经中医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卫康亿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497.3654 万元

（含本次）。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此次通过间接投资，公司核心员工持股平台成为公司创新业务板

块相关公司的间接股东，可形成更好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

益相关机制，能进一步提高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更加主动关心、关注

相关创新业务，从而更好地推动公司创新业务的发展。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对钥世圈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未发

生变化，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

力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总裁办公会议决议； 

2、出资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