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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宜华健

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编制了《关于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

其他用途。 

一、业绩承诺所涉及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方案简介 

2015 年 9 月 20 日，宜华健康与芜湖县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芜湖大同”, 曾用名西藏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孜赛勒康”）签署了《宜华健康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达孜赛勒

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以支付

现金购买芜湖大同持有的达孜赛勒康公司 100%的股权。2015 年 12 月，宜华健

康与芜湖大同、达孜赛勒康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确定本次交易

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127,167.70 万元。 

2、相关交易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5 年 12 月 29 日，宜华健康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议案第 1 条第二项系公司购买芜湖大同持有的达孜赛勒康 100%的股权事

项。 

3、相关交易事项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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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0 日，达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办妥达孜赛勒康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交易双方办理了财产权交接手续。截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宜华健康

已向股权出让方芜湖大同累计支付超过 50%股权转让款，该日宜华健康已控制

达孜赛勒康财务及经营决策。 

二、承诺业绩情况 

1、业绩承诺的相关假设前提 

公司业绩承诺所涉及的收益法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等编制的基本假设前

提： 

（1）持续经营假设：本次评估假定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且企业持续经

营。 

（2）公开市场假设：本次收益法涉及的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物存量及

期后签订的项目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价格水平为

依据。 

（3）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资源利用、能源、环保等法

律、法规、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4）评估对象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5）评估对象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持续经营。 

（6）评估对象在未来经营期内其主营业务结构、收入成本构成以及未来业

务的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

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

致的生产能力、业务结构、经营规模等状况的变化，即本评估是基于基准日的

生产能力、业务结构和经营规模持续。 

（7）在未来的经营期内，评估对象的营业和管理等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

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经营规

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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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贯性，无重要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所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工程资料及其他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所提供的未来业绩预测资料合理、科学、可靠。 

（9）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明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10）企业有关或有事项、诉讼事项、期后事项等重大事项披露充分，纳

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明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11）本次评估不考虑与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有关系的其他抵押、

质押、担保、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等事项基准日后可能发生的对评估结论的影

响。 

（12）收益法预测，以现有合作项目、现有管理服务的医院、现有业务的

基础上正常经营进行预测，未考虑公司可能在未来新增合作项目及新增管理服

务医院所带来的扩张效益。 

（13）假设已签订合作协议的项目，无重大市场冲击影响因素，能按协议

约定的时间正常投入运营。 

（14）假设国家实施的行业调整及税收政策对公司的销售、市场冲击及影

响不会太大，且市场格局维持在目前状况水平。 

（15）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也不考虑评估基准日后

的资产市场变化情况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16）无其他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业绩承诺的主要指标以及补偿方式 

根据宜华健康与芜湖大同、达孜赛勒康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

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达孜赛勒康原股东承诺达孜赛勒康 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2019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各项税收优

惠、减免等除外）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 6,165.00 万元、11,141.00 万

元、15,235.00 万元、19,563.00 万元、21,410.00 万元、23,480.00 万元（以下简

称“预测净利润”）。如果达孜赛勒康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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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预测净利润累计数，由芜湖大同以现金方

式承担补偿责任。 

补偿方式如下： 

在承诺期内，达孜赛勒康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当年的补偿金额按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业绩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业绩数）÷承诺期内各年度

承诺业绩数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1、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期间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

的实际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各项税收优惠、减免等除外）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承诺数 实现数 差额 完成率  

 1 2 3=2-1 4=2÷1  

2015 年度 6,165.00 6,183.67 18.67 100.30% 注 1 

2016 年度 11,141.00 12,703.53 1,562.53 114.03% 注 2 

2017 年度 15,235.00 16,619.05 1,384.05 109.08% 注 3 

2018 年度 19,563.00 19,520.87 -42.13 99.78% 注 4 

2019 年度 21,410.00 1,294.24 -20,115.76  6.05% 注 5 

2020 年度 23,480.00 -3,755.47 -27,235.47 -15.99% 注 6 

2015-2020 年度 96,994.00 52,565.89 -44,428.11 54.19%  

注 1：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 XYZH/2016GZA10447 号专项审核报告。 

注 2：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 XYZH/2017GZA10388 号专项审核报告。 

注 3：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众环专字（2018）011231 号专项审核报告。 

注 4：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众环专字（2019）010751 号专项审核报告。 

http://stock.cngold.org/zt/duij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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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京永专字（2020）第 310190 号专项审核报告。 

注 6：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永证专字（2021）第 310177 号专项审核报告。 

2、结论 

公司认为，芜湖大同承诺的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累计承诺 96,994.00 万元，累计实现业绩

52,565.89 万元，业绩完成率 54.19%，芜湖大同承诺的业绩未能实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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