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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钥世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卫宁

健康”）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钥世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550万元受让国药健康实业（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健康”）持有的上海钥世圈云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钥世圈”、“目标公司”）10.20%的股权；同

时，钥世圈核心员工持股平台上海卫钥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卫钥强”）以 1,200 万元受让国药健康持有的

钥世圈 4.80%的股权。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炜先生为卫钥强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卫钥强 0.0999%的合伙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卫钥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公司与卫钥强共同投资钥世圈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20年 10 月 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了上述事项，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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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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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卫钥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HG92M9K 

成立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2050年 8 月 25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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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投资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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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钥强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暂无财务数据。 

卫钥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炜 1.00 0.0999% 

2 范钧 350.00 34.9650% 

3 周舜 250.00 24.9750% 

4 戴学春 200.00 19.9800% 

5 张运超 80.00 7.9920% 

6 罗凯 50.00 4.9950% 

7 施晔昕 40.00 3.9960% 

8 陆韡 30.00 2.9970% 

合计 1,001.00 100% 

卫钥强系钥世圈的核心员工持股平台。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炜先生为

卫钥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卫钥强 0.0999%的合伙份额，根据《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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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卫钥强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国药健康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8845934T 

注册资本：2666.6667 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浦强 

营业期限：2010 年 8 月 2 日至 2060 年 8 月 1 日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县前街 38 号 1 室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领域内的研究与开发（不含转基因生物、人

体干细胞和基因诊断）；健康信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食品流通，日用百货、文教用

品、儿童用品、玩具、服装鞋帽、机械设备、化妆品的批发、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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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药健康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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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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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世圈现为公司参股公司，作为公司云药平台，积极推动处方流

转平台的搭建、布局和运营，持续优化电子处方安全管理与流转平台

的开发与试点。同时，与相关医药及健康产品主流分销商、零售商实

现了系统对接、品种匹配和库存同步，致力打造“开放、联通、共赢、

中立”的院外药品及健康产品供应链。 

2、钥世圈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68.58 14,987.63 

负债总额 3,367.89 4,361.80 

净资产 10,300.69 10,625.83 

项目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60.55 17,929.21 

利润总额 -593.22 -1,258.03 

净利润 -375.87 -916.24 

3、本次交易前后钥世圈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万元） （%） （万元） （%） 

卫宁健康 2,847.3026 31.9737% 3,755.6273 42.1737% 

国药健康 1,750.0000 19.6516% 414.2284 4.6516% 

上海千骥星鹤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341.6667 15.0662% 1,341.6667 15.0662% 

上海慧事投资有限公司 1,411.0307 15.8451% 1,411.0307 15.8451% 

上海知中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875.0000 9.8258% 875.0000 9.8258% 

上海帝林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80.1442 7.6377% 680.1442 7.6377% 

卫钥强 - - 427.4469 4.8000% 

合计 8,905.1442 100% 8,905.1442 100% 

钥世圈现有股东均已签署相关文件，自愿放弃本次交易享有的相

关优先权利。 

4、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钥世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参考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3日出具的《卫

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上海钥世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沪众评咨字（2020）

第 0119 号）（以下简称“估值报告”）结论意见：钥世圈在估值基准

日（2020年 6 月 30日）的总资产账面值 14,619.70 万元，负债账面

值 4,006.4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净值

10,052.29 万元。经采用收益法评估，钥世圈在估值基准日归属于母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并报表口径）估值结果为 25,000 万元。 

参照上述估值报告，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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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

公司与关联方以同股同价购买国药健康持有的部分钥世圈股权，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方案 

各方同意，在遵守本协议其他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卫宁健康以

人民币 2,550 万元受让国药健康持有的目标公司 10.2%的股权，卫钥

强以人民币 1,200万元受让国药健康持有的目标公司 4.8%的股权。 

2、标的资产交割 

各方同意，卫宁健康应在签署本协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国药健

康支付 50%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1,275 万元。卫钥强应在签署本

协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国药健康支付 50%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600 万元。各方同意，在满足交割前提条件后的三日内目标公司应立

即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尽

快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新营业执照。相关手续由各方共同负

责办理。 

卫宁健康应在工商变更完成后的十日内向国药健康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人民币 1,275 万元。卫钥强应在工商变更完成后的十日内向国

药健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600万元。 

3、税费承担 

与履行本协议和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一切费用应由导致该费用

发生的一方负担。各方应分别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缴纳各自因履行本

协议项下义务所应缴纳的税金，另有约定除外（若适用）。 

4、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

各自公章，且经各方授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后生效。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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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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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2日，公司

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卫康亿购买自然人持有的卫钥云部分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钥世圈部分股权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关联方卫康亿间接投资钥世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1）。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含受同

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997.3654 万元（含本次）。 

九、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投资将加大公司在创新业务板块的拓展力度，激发创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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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一步提高公司及钥世圈核心员工的积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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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1.9737%增加至 42.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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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卫钥强以同等价格受让国药健康持有的钥

世圈部分股权事宜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同股同价，交易定价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意见：本次共同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长期发

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

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与卫钥强共同投资钥世圈事项。 

十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周炜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股权转让协议； 

4、钥世圈估值报告、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