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0－056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受让 

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 

京福华采(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优先级财产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佰制药”或“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 88,000.00 万元受让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持有的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越”）66.54%

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 36,666.00 万元）及京福华采（台州）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采”）66.65%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对

应出资额 42,526.00 万元），同时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世景”）或其控制的实体将担任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

理人。 

 目前，由于交易对方华宝信托尚未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华宝信托尚未

签署《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因此，本次交易最终能否达

成以及交易双方能否签订相应的协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即可生效。 

 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正处于强制清算程序中，存在无法达成交易或受让

合伙权益后发生减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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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康医疗”）未履行合伙协议中回购条款被华宝信托起诉，法院判决并

支持了华宝信托的部分诉讼请求，若恒康医疗在公司受让合伙权益前履行了判决

义务，公司存在无法达成交易的风险。 

 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中劣后级份额处于轮候冻结状态，存在部分被强制

执行的风险。 

 介于恒康医疗已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受让合伙权益后存在对恒康医

疗主张回购款和违约金时无法足额受偿的风险。 

 华宝信托对京福华越、京福华采的未足额出资额，存在受让合伙权益后

被要求在清算时补足差额、使公司投入进一步增大的风险。 

 京福华越、京福华采存在的对外负债，存在清算时由受让人承担债务、

减少合伙权益的风险。 

 京福华越涉及业绩补偿纠纷，存在受让合伙权益后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

风险。 

 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88,000.00 万元受让华宝信托持有的京福华越

66.54%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 36,666.00 万元）及京福华采 66.65%

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对应出资额 42,526.00 万元），同时盛世景或其控制的

实体将担任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成为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目前，由于交易对方华宝信托尚未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华宝信托尚未签署

《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华宝信托有可能要求就付款进度、

付款条件等交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公司授权董事长就付款进度、付款条件等

交易细节与交易对方进行进一步磋商，并在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京福华越及京

福华采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受让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优先级财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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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本议案不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生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31241927F 

注册资本：474,4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孔祥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1998 年 09月 10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号 59层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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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64,912.00 98% 

2 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9,488.00 2% 

（3）华宝信托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他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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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316,928.34 营业收入 216,938.26 

负债总额 183,747.66 营业利润 145,683.50 

净资产 1,133,180.77 净利润 113,021.89 

注：以上 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3406771K 

注册资本：22,978.185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敏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09-11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号 4 楼 14层 1602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比例 

1 吴敏文 62,842,501.00 27.3488% 

2 宁新江 42,014,866.00 18.2847% 

3 深圳前海盛世德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5,960,000.00 6.9457% 

4 邓维 14,363,811.00 6.2511% 

5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05,540.00 6.3998% 

6 嘉兴展翼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25,359.00 8.0622% 

7 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633,926.00 5.0630% 

8 其他 49,735,848.00 21.6447% 

合计 22,9781,85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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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产业链的资产管理机构，已形成私募

股权、证券投资、困境投资、战略投资、境外投资的综合型业务布局。盛世景集

团与央企、保险、银行、信托、券商、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等形成了广泛的

战略合作联盟，资产管理规模已达到约 220亿。 

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3 年获得中国证券报“中国股权投资

金牛奖”，连续多年位列清科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TOP 榜、投中最佳私募股权

投资机构 TOP 榜、福布斯最佳私募股权投资机构。2020 年，盛世景资产管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盛世景投资有限公司被评为保险资金投资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A 类管理人。同时，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

获得 IPO 网下发行询价资格的 34家投资机构之一。2016年底盛世景资产管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首批十家私募机构新三板做市试点名单，是北京地区唯

一入围私募机构。 

（4）盛世景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他关系。 

（5）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表项目 2019 年/2019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178,999.50 

净资产 172,379.88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7,677.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59.00 

注：盛世景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京福华越与京福华采是由华宝信托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中国民生信托有

限公司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恒康医疗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京福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福资产”）作为普通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的并购基金，

用于投资收购泗阳医院、兰考第一医院、兰考东方医院和兰考堌阳医院。2020

年 1 月、3 月，京福华越与京福华采并购基金存续期届满，并发布了清算公告，

鉴于清算期京福华越与京福华采资产未能变现，基金管理人无法开展实质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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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020 年 6 月和 9 月，华宝信托以投资退出期满为由，向浙江省台州市椒

江区人民法院对京福华越与京福华采提起强制清算程序，法院裁定受理，目前，

尚未进行财产分配。详细情况如下： 

（一）、京福华越 

1、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1MA28GWEM1H 

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台州市开投商务大厦 1501室-15  

基金规模：人民币 59,2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1月 23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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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

为准）。 

2、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存续期限 

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为长期。 

有限合伙存续期内，如有限合伙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情形的，则有限合

伙提前解散终止。 

（2）认缴出资 

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9,200.00 万元，其中京福资产作为普

通合伙人出资10.00万元，华宝信托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39,457.00万元，

民生信托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13,813.00 万元，恒康医疗作为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出资 5,920.00 万元。 

（3）出资方式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4）缴付出资 

有限合伙成立后，各合伙人应按照如下约定分三期缴付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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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期数 当期实缴出资总额（人民币万元） 最晚实缴出资到账日 

第一期 23,300.00 2017年 1月 15日 

第二期 31,700.00 2017年 3月 5日 

第三期 4,200.00 2018年 6月 10日 

某一合伙人当期应缴付的出资金额=当期实缴出资总额×该合伙人认缴出资

额占本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 

（5）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即视为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选定为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 

（6）管理费 

有限合伙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按日（当日存续的实缴出资额×1%÷360）计提

管理费。管理费具体支付的形式和期限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执行。 

（7）投资业务 

①、投资范围 

有限合伙主要投资包括但不限于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医疗检测等国内外医

疗服务机构股权，向收购的标的增资，闲置资金可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 

②、投资方式 

有限合伙的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投资方式。 

③、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普通合伙人有权推举 2 名委员（其中 1

名委员须为华宝信托工作人员），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有权推举 2 名委员，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有权推举 1名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所作的决策须经全体委员通过才

有效，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④、投资退出 

各合伙人同意投资退出期为 36 个月，有限合伙可通过如下方式退出投资标

的公司： 

A、有限合伙投资的投资标的公司适时由恒康医疗优先进行收购，具体收购

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市场公允原则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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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8）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①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除本协议约定的收益外，自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

间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各笔出资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有限合伙优先向优先级

有限合伙人分配一笔收益，每笔收益金额=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该笔实缴出资

金额×1%；其次向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分配一笔收益，每笔收益金额=该中间级有

限合伙人的该笔实缴出资金额×4%。 

②有限合伙存续期间，于每自然年度的 6 月 21 日、12 月 21 日，有限合伙

的可分配现金按以下顺序依次分配： 

A、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配本协议约定的各期实缴出资额的当期最高参考

收益； 

B、向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分配本协议约定的各期实缴出资额的当期最高参考

收益； 

C、支付普通合伙人当期管理费。 

③于投资退出日或有限合伙清算时，有限合伙的可分配现金按以下顺序依次

分配： 

A、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分配本协议约定的各期实缴出资额的当期最高参考

收益； 

B、向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分配本协议约定的各期实缴出资额的当期最高参考

收益； 

C、支付优先级合伙人，直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收取的金额等于其实缴出资

额；于投资退出日或有限合伙清算时，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已经

收取的收益超过以其实缴出资金额为基数、按照 6.7%/年的收益率及实际存续天

数计算的部分，有限合伙有权在清算分配金额中予以扣除。 

D、支付中间级合伙人，直至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收取的金额等于其实缴出资

额；于投资退出日或有限合伙清算时，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已经

收取的收益超过以其实缴出资金额为基数、按照 11.2%/年的收益率及实际存续

天数计算的部分，有限合伙有权在清算分配金额中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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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支付有限合伙当期管理费； 

F、支付普通合伙人，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取的金额（不包括管理费）等于其

实缴出资额； 

G、上述收益分配完成之后，如有剩余收益，剩余收益部分全部由劣后级有

限合伙人所有。 

在各顺位的分配中，如有限合伙可分配现金收益不足以支付该顺位的全部金

额，则按照该顺位的相关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④、各有限合伙人的最高参考收益 

A、优先级有限合伙人预期最高收益率根据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各笔出资存续

时间不同分段确定：自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某笔出资之日起 24 个月之内，优

先级有限合伙人该笔出资使用的预期最高参考收益率为 6.2%/年；自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该笔出资之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该笔出资得预期最高

参考收益率为 6.7%/年。 

B、中间级有限合伙人预期最高收益率根据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各笔出资存续

时间不同分段确定：自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实缴某笔出资之日起 24 个月之内，中

间级有限合伙人该笔出资使用的预期最高参考收益率为 9.2%/年；自中间级有限

合伙人该笔出资之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中间级有限合伙人该笔出资得预期最高

参考收益率为 11.2%/年。 

C、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不设预期最高参考收益率，根据第八条的约定进行分

配。 

D、普通合伙人除了有权获得管理费和收回实缴出资之外，不享有分配有限

合伙的任何形式的投资收益的权利。 

⑤、亏损分担 

有限合伙的经营亏损由有限合伙财产弥补。有限合伙出现亏损时，由各合伙

人按以下顺序承担亏损： 

A、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按其实缴出资额承担亏损； 

B、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按其实缴出资额承担亏损； 

C、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其实缴出资额承担亏损； 

超出有限合伙总实缴出资额的部分（如有），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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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特别约定 

恒康医疗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承诺：有限合伙清算时，

如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累计获得分配的金额不足有限合伙清

算时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最高参考收益及实缴出资额

之和时，恒康医疗或者指定的第三方应收购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

人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收购价款金额为截至有限合伙清算时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最高参考收益及实缴出资额之和扣除其已获得的累

计分配金额以后的余额。 

如恒康医疗指定的第三方未履行本协议所述收购义务的，恒康医疗仍应承担

本协议所述收购义务，恒康医疗应按期足额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

限合伙人支付收购价款。 

在恒康医疗未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情形下，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

有限合伙人有权向任一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如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全部转让给

第三方且第三方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支付的收购价款低

于本协议约定的收购价款金额的，则恒康医疗或其指定第三方应在优先级有限合

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书面通知的付款时间内对该差额部分按时予以补足。 

在前述任一情形下，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转让其持有

的合伙权益无需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普通合伙人应及时办理该等合伙权益变更的

相关手续。 

（10）、违约责任 

恒康医疗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按

时足额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就预期支付的款项按照每日 0.05%的标准向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支付违约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或中间级有

限合伙人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11）、清算 

①、如有限合伙解散，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 

②、在确定清算人以后，所有有限合伙人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人负责管理，

但如清算人并非普通合伙人，则普通合伙人有义务帮助清算人对未变现资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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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 

③、清算期不超过一个月，清算后的资产按照本协议第八条约定的分配原则

进行分配 

④、清偿顺序 

A、有限合伙到期或终止清算时，合伙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

进行清偿及分配： 

支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和法定补偿金（如有）； 

缴纳所欠税费； 

清偿有限合伙债务； 

根据本协议第八条约定的分配原则和程序在所有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B、有限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的，有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股权结构 

结构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优 先 级 有

限合伙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39,457.00  66.65%  36,666.00 66.54% 

中 间 级 有

限合伙人 

中国民生信托有

限公司 13,813.00  23.33%  12,834.00 23.29% 

劣 后 级 有

限合伙人 

恒康医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920.00  10.00%  5,600.00 10.16% 

管理人/普

通合伙人 

京福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00 0.02% 10.00 0.018% 

合计 59,200.00 100% 55,100.00 100% 

4、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55,753.85 营业收入 0 

负债总额 11,307.00 营业利润 -292.46 

净资产 44,446.85 净利润 -292.46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28688771214820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286887712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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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京福华越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对外投资情况 

2017 年 1 月 10 日，京福华越收购了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兰

考堌阳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兰考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99.9%股权，详细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单位 投资标的 持股比例 投资金额 

京福华越 

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99.90% 44,675.72 

兰考堌阳医院有限公司 99.90% 4,873.75 

兰考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99.90% 6,201.59 

合计  55,751.05 

（1）、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5MA3XARDT0B 

法定代表人：赵文超 

注册资金：20,332.63 万元 

公司住所：兰考县城区中山北街北段西侧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诊疗项目开展经营；房屋租赁；设备

租赁；医疗设备销售；增值电信服务 

经营期限：长期 

兰考县第一医院为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核定床位 800张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报表项目 2020年半年度 

资产总额 34,197.08 营业收入 16,247.04 

负债总额 21,276.73 营业利润 2,321.79 

净资产 12,920.35 净利润 1,784.95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34,279.55 营业收入 34,909.98 

负债总额 23,144.17 营业利润 -1,745.86 



13 

 

净资产 11,135.38 净利润 -1,118.29 

注：兰考县第一医院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2）、兰考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5MA3XARD11L 

注册资本：4,561.07 万元 

公司住所：兰考县考城镇张西村（城区兰曹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杨长勇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诊疗项目开展经营，房屋租赁，设备

租赁，医疗设备销售，人力资源服务 

经营期限：长期 

兰考东方医院为一级综合性医院，核定床位 99张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报表项目 2020年半年度 

资产总额 8,021.27 营业收入 2,516.35 

负债总额 4,709.59 营业利润 141.91 

净资产 3,311.68 净利润 105.67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7,021.92 营业收入 5,626.03 

负债总额 3,815.92 营业利润 -1,138.16 

净资产 3,206.00 净利润 -1,092.63 

兰考东方医院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3）、兰考堌阳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5MA3XARAQ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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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226.05 万元 

公司住所：兰考县堌阳镇西关村 

法定代表人：王玉建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诊疗项目开展经营；房屋租赁；设备

租赁；医疗设备销售；人力资源服务 

经营期限：长期 

兰考堌阳医院为一级综合性医院，核定床位 99张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报表项目 2020年半年度 

资产总额 4,658.73 营业收入 2,120.76 

负债总额 4,825.01 营业利润 125.32 

净资产 -166.28 净利润 89.84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4,351.21 营业收入 4,691.14 

负债总额 4,607.34 营业利润 -547.62 

净资产 -256.14 净利润 -730.48 

注：兰考堌阳医院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6、诉讼、仲裁情况 

（1）、并购基金强制清算 

2020 年 1 月，京福华越投资退出期已届满，执行事务合伙人京福资产决定

成立清算组并进入依法解散清算程序。（具体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清算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2020 年 6月 29 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华宝信托向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

法院提出对京福华越的强制清算申请，2020年 7月 28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具体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 年 7 月 6 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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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通知书的公告》、《关于收到<民事裁

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077）。 

（2）、合伙协议纠纷 

2020 年 1 月，京福华越已届满 36 个月的投资退出期，按照合伙协议约定，

华宝信托、民生信托要求恒康医疗支付相关投资收益并履行收购义务，恒康医疗

未履行相关义务，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华宝信托、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民生信托将恒

康医疗诉至法院。 

2020 年 7月 18 日，华宝信托以恒康医疗未履行京福华越合伙协议中的回购

条款为由，要求支付回购款及违约金。2020年 9月 27日，北京二中院判决恒康

医疗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向华宝信托支付合伙权益收购款 367,734,517.49 元

并按照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2020 年 5月 15 日，民生信托以恒康医疗未履行京福华越合伙协议中的回购

条款为由，要求支付回购款及违约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具体

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 

（3）、冻结情况 

恒康医疗在收购瓦房店第三医院 100%股权时，与部分原股东的 30%股权转让

尾款纠纷诉讼事项导致恒康医疗持有京福华越 10%财产份额和京福华采 10%财产

份额被司法冻结，本案已进入执行程序，若恒康医疗不能履行生效判决，则恒康

医疗持有的京福华越基金中全部财产份额随时可能被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处置，所

得价款将用于向债权人清偿。 

具体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年 4月 13 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恒康医疗

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恒康医疗持有的京福华越基金中全部财产份额存在轮候冻结的情况。 

（二）、京福华采 

1、基本情况 

被执行人 执行案号 执行标的 冻结情况 持有股权数额 执行法院 

恒康医疗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辽

02 执 51

号 

92,770,326元 

恒康医疗

持有的京

福华越 10%

财产份额 

5,920万元 

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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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称：京福华采(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1MA28GWENX9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台州市开投商务大厦 1501室-16  

法定代表人：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3,8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1月 23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2、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除以下条款，其他内容与京福华越合伙协议内容一致。 

（2）认缴出资 

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63,800.00万元，其中京福资产作为普

通合伙人出资10.00万元，华宝信托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42,526.00万元，

民生信托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出资 14,884.00 万元，恒康医疗作为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出资 6,380万元。 

（4）缴付出资 

有限合伙成立后，各合伙人应按照如下约定分三期缴付出资： 

出资期数 当期实缴出资总额（人民币万元） 最晚实缴出资到账日 

第一期 8,000.00 2017年 03 月 15日 

第二期 32,700.00 2017年 05 月 01日 

第三期 23,100.00 2017年 09 月 10日 

3、股权结构 

序号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42,526.00 66.65% 42,526.00 66.65% 

2 
中国民生信托有

限公司 14,884.00 23.33% 14,884.00 23.33% 

3 
恒康医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380.00 10.00% 6,380.00 10.00% 

4 京福资产管理有 10.00 0.02% 10.00 0.02%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28688771214820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286887712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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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合计 63,800.00 100% 63,800.00 100% 

4、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54,502.45 营业收入 0 

负债总额 1,365.00 营业利润 -337.04 

净资产 53,137.45 净利润 -337.04 

注：京福华采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对外投资情况 

2017 年 3月 22 日，京福华采以人民币 23,000.00 万元收购了泗阳县人民医

院有限恒康医疗 70.27%的股权，后经过两次增资,最终持有泗阳医院的股权为

81.42%。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单位 投资标的 持股比例 投资金额 

京福华采 泗阳县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81.42% 54,500.00 

合计  54,500.00 

（1）、泗阳县人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3MA1NXHEB5X 

注册资本：34,399.20 万元 

公司住所：泗阳县众兴镇众兴中路 26号 

法定代表人：唐小宇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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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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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妇科

专业、产科专业；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临床心

理专业；传染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职业病科；麻醉科；疼痛

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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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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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长期 

泗阳县人民医院为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核定床位 680张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报表项目 2020年半年度 

资产总额 40,051.82 营业收入 22,994.04 

负债总额 42,400.39 营业利润 2,478.67 

净资产 -2,348.57 净利润 1,943.21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35,134.20 营业收入 46,332.93 

负债总额 39,425.98 营业利润 1,026.60 

净资产 -4,291.78 净利润 1,387.99 

注：泗阳医院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6、诉讼情况 

（1）、并购基金强制清算 

2020 年 1 月，京福华采投资退出期已届满，执行事务合伙人京福资产决定

成立清算组并进入依法解散清算程序。鉴于清算期京福华采资产未能变现，基金

管理人无法开展实质性清算工作。（具体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收到京福华采（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

管理人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2020 年 9月 28 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华宝信托向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

法院提出对京福华采的强制清算申请，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

制清算申请。 

（2）、合伙协议纠纷 

2020 年 1 月，京福华采已届满 36 个月的投资退出期，按照合伙协议约定，

华宝信托、民生信托要求恒康医疗支付相关投资收益并履行收购义务，恒康医疗

未履行相关义务，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华宝信托、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民生信托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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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诉至法院。 

2020 年 7月 28 日，华宝信托以恒康医疗未履行京福华采合伙协议中的回购

条款为由，要求支付回购款及违约金。2020年 9月 27日，北京二中院判决恒康

医疗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华宝信托支付合伙权益收购款 432,452,337.80元并

按照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具体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10月 27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通知书的公告》、《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096）。 

    2020 年 6 月 4 日，民生信托以恒康医疗未履行京福华采合伙协议中的回购

条款为由，要求支付回购款及违约金。北京市二中院已立案受理。 

（3）、冻结情况 

恒康医疗在收购瓦房店第三医院 100%股权时，与部分原股东的 30%股权转让

尾款纠纷诉讼事项导致恒康医疗持有京福华越 10%财产份额和京福华采 10%财产

份额被司法冻结，本案已进入执行程序，若恒康医疗不能履行生效判决，则恒康

医疗持有的京福华采基金中全部财产份额随时可能被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处置，所

得价款将用于向债权人清偿。 

具体内容详见恒康医疗于 2020年 4月 13 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的《恒康医疗

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恒康医疗持有的京福华越基金中全部财产份额存在轮候冻结的情况。 

 

四、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是以京福华越、京福华采优先级实际出资为基础，结合优先级

实际收益权，由交易双方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协商确定。 

2、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资金来自于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 

 

被执行人 执行案号 执行标的 冻结情况 持有股权数额 执行法院 

恒康医疗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辽

02 执 51

号 

92,770,326元 

恒康医疗

持有的京

福华采 10%

财产份额 

6,380万元 

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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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财产份额 

1.1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京福华越 66.54%的有限合伙人财

产份额（对应出资额 36,666.00万元）、京福华采 66.65%的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

（对应出资额 42,526.00 万元）及基于上述份额产生的一切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向其他合伙人要求回购、支付罚息、支付投资收益的权利（以下合称“标的财产

份额”）转让给乙方（以下简称“本次转让”），转让价格为 88,000.00 万元，乙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受让标的财产份额。 

第二条 支付及交割安排 

2.1 在全部满足下列条件后 3个工作日内，乙方同意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第

1.1条中转让价格的 20%作为定金（以下简称“定金”）： 

2.1.1 本协议已经各方有效签署且已生效； 

2.1.2 各方内部决策机构已批准本次转让； 

2.1.3 甲方已向乙方提供京福华越、京福华采及其下属兰考东方医院有限公

司、兰考堌阳医院有限公司、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京福华采持有泗阳县人民

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四家医院公司”）的财务报表和重要事项（以下统称

为“财务报表”）。 

2.2 在全部满足下列条件或被乙方豁免的前提下，乙方同意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另行向甲方支付第 1.1条中转让价格的 30%，且乙方已支付的定金自动转

为转让价款，即乙方共计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格的 50%： 

2.2.1 甲方应通过与相关方进行当面沟通或书面函告等方式支持并协助乙

方对京福华越、京福华采以及其下属主要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四家医院公司）进

行尽职调查；  

2.2.2乙方根据第 2.1.3条提交的财务报表真实地反映了四家医院公司的实

际经营状况；甲方作为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合伙人在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拥有的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作为优先级合伙人拥有的权利）合法、完整且没有发生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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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本协议第 2.2条约定转让价格支付完成后 3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

1.1 条中转让价格的 50%作为尾款；在乙方完成全部款项支付（或提供甲方认可

的担保方式，如融资性保函等）后 10 日内，甲方应配合完成本次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否则甲方应向乙方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在此次交易过程中，甲

方应对乙方通过法律途径受让标的财产份额并实际控制京福华越、京福华采及其

下属四家医院公司资产提供配合与支持。 

2.4如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之日起 120日内，本协议第 2.2.1条至第 2.2.2

条任一条件未达成且未获得乙方豁免，甲方应向乙方退还乙方支付的所有款项。 

2.5 在全部满足第 2.2 条所列条件的情况下，如甲方拒绝继续履行本协议，

则甲方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补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乙方已支付款项的资金占用费；如乙方拒绝继续履行本协议，甲方不返还定金。

在本协议履行期间，甲方不得与其他方洽谈、签署转让京福华越和/或京福华采

出资额的协议。 

2.6 丙方将积极协助甲方和乙方办理本次转让涉及的相关事宜及实施本次

转让。 

第四条  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

责任，即构成违约行为。 

4.2 除本协议特别约定，违约方均应向守约方赔偿其因违约而遭受的直接损

失、间接损失及相关费用，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鉴定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 

第六条 排他性 

6.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应保证其就出售标的财产份额事项排他性地

与乙方、丙方合作。未经乙方及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及其关联方不得就甲方

出售标的财产份额事项，招徕或接待其他方、接受其他方的询问、与其他方进行

讨论，或向其他方提供任何信息。 

第七条  其他事项 

7.1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且经乙方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就本次交

易事项的内部批准决策进行公告之日生效，协议生效后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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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京福华越和京福华采优先级财产份额，获得旗下优良医疗服务资产，

与公司“一舰双翼”的战略目标契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整合资源，扩

大公司医疗服务资产规模，增加现金流，提升公司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协

议条款的约定能够有效控制本次交易的风险，公司可通过前述约定的条款保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风险分析 

1、目前，因华宝信托尚未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华宝信托尚未签署《京福

华越及京福华采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华宝信托有可能就协议中付款进度、付

款条件等交易细节与公司进行进一步磋商，因此本次交易最终能否达成以及交易

双方能否签订相应的协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因京福华越、京福华采已被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若公司无法在强制

清算程序完成前、两合伙企业存续期内与华宝信托完成相关权益的转让，则存在

转让不能的风险，此次交易目的或无法实现。同时，在强制清算程序中，有碍于

两合伙企业资产评估和变现情况的不确定，公司受让华宝信托的合伙权益后，该

权益或存在减值风险。 

3、华宝信托以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恒康医疗未履行京福华越、京福华采合伙

协议中的回购条款为由，将恒康医疗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恒康医

疗支付相关回购款及违约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支持了部分诉讼请求。若公司在

与华宝信托完成两合伙企业权益的转让前恒康医疗履行了判决义务，则公司或无

法继续受让该合伙权益。 

4、恒康医疗已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若法院正式受理该重整申请，恒康

医疗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受让华宝信托持有的两合伙企

业的合伙权益后对恒康医疗主张回购款和违约金时，或无法得到足额受偿。 

5、华宝信托对京福华越、京福华采的认缴出资总额为 81,983.00 万元，而

实缴出资仅为 79,192.00 万元，尚有 2,791.00 万元未缴足。根据相关法律、司

法解释的规定，尚未缴足的 2,791.00 万或被法院认定为清算财产，并要求华宝

信托合伙权益的继受方在清算时予以补足，公司受让上述权益后会导致公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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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大。 

6、京福华越、京福华采存在对外负债，在合伙企业清算时，若所述对外债

务成立，则应以合伙企业的财产清偿上述债务，之后再按照合伙协议向各合伙人

进行分配。 

7、京福华越与徐征、兰考县兰益等 13家有限合伙存在业绩补偿纠纷，并因

此未向徐征等支付 6,450.00 万股权转让尾款。目前该纠纷处于诉讼未决状态，

京福华越是否需要履行支付义务存在不确定性。 

8、获得并购基金下医疗服务资产并纳入公司管理体系后，存在新老医疗管

理团队协同、医院区域平台资源整合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京福华越及京福华采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