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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医学”、“公司”或者“发

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经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审核通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

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

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

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

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有关规定，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

则，对发行人的会后有关事项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并认真履行了尽职调查

义务。保荐机构现对发行人自通过发审委审核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行人

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经营业绩情况的说明 

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07,233.14 67,270.79 5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41.40 -2,028.08 -2,35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882.07 -6,267.29 -71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33.55 7,731.64 -324.19%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1,065,208.18 1,003,108.85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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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719.63 495,557.55 -10.06% 

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107,233.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9.41%；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841.4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357.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882.07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11.87%。 

（一）发行人业绩同比下滑的主要原因 

2020 年 1-9 月，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1、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司旗下各医院门诊、住院人数在 2020 年上半年短

期内出现下降，对经营业绩产生了一定影响。 

2、公司旗下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于 2019 年 9 月全面开诊，其运营时间

相对较短，业绩贡献尚未完全体现，产生的收入无法完全覆盖相应增加的运营成

本及相关费用。 

3、为满足新医疗项目投资建设和已有医疗项目日常高效运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借款规模的增加使得财务费用相应增加。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

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0年 10月 26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发行人已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修订稿）》和 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告知函的回复》中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实际效益暂

未达到预期的情况以及公司借款规模增加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 

此外，保荐机构已在《尽职调查报告》和《发行保荐书》中，对相关风险进

行了充分提示： 

“（五）公共突发事件的风险 

医院是人流聚集、人员流动性很强的公共场所，可能发生火灾、意外伤害事

件等公共突发事件。因公司自身管理原因或外部客观原因造成的火灾、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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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等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也可能会给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声誉带来

一定负面影响。 

此外，2020 年第一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旗下医院门

诊、住院人数短期内有所下降，2020 年 3 月复工复产后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已快

速恢复正常。未来若发生诸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全国性或区域性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政府可能会采取相应防控措施，亦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对公司的整体经

营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六）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实现整体业务战略转型，医疗服务规模扩大，医疗业务

收入持续增长。2019 年度，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完成建设并全面投入运营，

使得公司运营成本、费用相应增加，其开诊后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但因运营时间

较短，新增医疗服务规模可能产生的业绩贡献尚未在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的经营中充分体现。此外，公司于 2018 年度出售开元商业 100%股权，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因出售百货零售业务资产取得一次性投资收

益而大幅增加，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为进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公司积极扩大医

疗服务规模，积极推进现有医院的高效运营管理和新医疗项目的筹备运营，但若

公司相关医疗服务项目盈利情况或业绩贡献的实现进度不及预期，或公司未能适

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面临业绩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甚至持续下滑的风险。 

（七）偿债风险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0.79、

0.77 和 54.79%，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和长期借款的金额分别为 2.60 亿元、1.16 亿元和 36.57 亿元，公司有

息负债规模较大，存在一定的偿债压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

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负债规模，减少财务费用，进一步优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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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资本结构，但若未来公司的负债水平不能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仍可能面临一

定的偿债风险。 

（十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业绩贡献的实现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正式开诊，其已经陕西省卫健委

办公室批复设置为三级医院，将有效补充西安市、陕西省以至西部地区对于高质

量医疗服务的供给缺口。虽然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自开诊后业务规模呈快速增

长趋势，但因其尚处于运营初期，加之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影响，业

绩贡献尚未充分体现。公司将进一步推进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高效运营，但

若其相关竞争优势未能充分展现，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趋势和市场竞争格局等

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面临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业绩贡献的实现进度不

及预期的风险。” 

（三）发审会后业绩变动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020 年 1-9 月，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

院运营时间较短，业绩贡献尚未充分体现，其收入暂时未能覆盖对应的营业成本

及相关费用；同时，公司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定影响，旗下各医院门诊、住院

人数在 2020 年上半年短期内出现下降。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2020 年 3 月复工复产后，公司医疗服务业务量及

各项相关经营指标已快速恢复。在国内疫情继续保持稳定可控的情况下，预计新

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考虑到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供给缺口客观存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作为三级医院，具备业务规模增长的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西安国际医学中

心医院 2019 年 9 月投入运营以来的经营和财务数据亦可看出，其业务量不断突

破历史新高，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净利润呈逐期减亏趋势，发展情况良好，运营

初期的影响因素正在逐渐消除，其业绩贡献将得到充分体现。 

综上，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呈增长趋势，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将进一步集

中优势资源，优化业务流程，提高管理效能，积极推进现有医院的高效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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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医疗项目的筹备运营，努力实现公司整体业绩的转亏为盈，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的业绩变动情况预计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 

（四）业绩变动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银行贷款，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因医疗主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营运流动资

金需求，夯实公司的业务发展基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进

一步做大做强提供资金保障；同时，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和

经营压力，使得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保障公司持

续健康的发展。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五）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条件。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会后事项说明 

1、发行人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希会审字（2018）

1260 号”、“希会审字（2019）2360 号”及“希会审字（2020）1930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没有出现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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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保荐代表人、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会计师在发行人通过发审会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未

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报告期内未进行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裁、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自通过发审委审核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媒体质疑的

报道。 

19、自通过贵会发审委审核通过之日（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本次发行完

成上市日期间，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未发生《关于加

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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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

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

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所述的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

和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会后事项。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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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海彬               苏丽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