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300

证券简称：海峡创新

公告编号：2021-043

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好医友互联网医院（平潭）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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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前期概况
2020 年 2 月 24 日，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创新”
或“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互联网医院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好医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医友”）、平潭综合实验区金融
创新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服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好医友互联网
医院（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200 万元整，占合资公司 40%股权，好医友出资
1,2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40%股权，金服公司出资 6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20%股
权。
（二）本次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好医友互联网医院（平潭）有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曹阳先生、林向阳先生、谢家清先生、
倪晨勋先生、李童童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同意公司收购好医友所持有
但未实缴的合资公司 40%股权（对应 1,200 万元出资额），交易价格为 0 元。收
购完成后，公司实际持有合资公司 80%股权。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好医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AYFEQ8K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永福桥路 17 号汉鼎国际大厦北楼 1601 室
4、法定代表人：HENRY LING CHAO HUANG
5、注册资本：18,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9 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医学
研究和试验发展；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医护人
员防护用品零售；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化妆品批发；日用品批发；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保健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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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830.43 万元，净资产为 835.81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29.13 万元，实现净利润-771.61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682.45 万元，净资产为 780.59 万元。202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78.74 万元，实现净利润-55.22 万元（未经审计）。
9、关联关系：好医友为公司直接持股 40%的参股子公司。好医友现任董事
长 HENRY LING CHAO HUANG 过去 12 个月内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好医友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平潭综合实验区金融创新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1RNBK7L
3、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 号楼 4 层 401
4、法定代表人：陈臻挺
5、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8 年 06 月 07 日
7、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服务，
咨询与调查，市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办公服务，企业登记代理，从事企业
购并、投资、资产管理、产权转让的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
技术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及金融知识流程外包，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以上均不
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目）
（以上均不含需前置审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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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39.60 万元，净资产为 1,226.49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83 万元，实现净利润-398.51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04.78 万元，净资产为 1,202.10 万元。202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4.95 万元，实现净利润-30.76 万元（未经审计）。
9、关联关系：金服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平潭创投的控股股东平潭金控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金服公司为公司
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好医友互联网医院（平潭）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3L32U6U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 号楼 5 层 509 室
5、法定代表人：曹阳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05 日
8、经营范围：综合医院,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其他卫生
活动（含互联网诊疗）
（未经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医药及
医疗器材批发,药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三类医疗
器械零售,互联网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专业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
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以上均不含需前
置审批项目）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限制禁止类、不含负面清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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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72.85 万元，净资产为 249.1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00 元，实现净利润-50.84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37.33 万元，净资产为 230.98 万元。202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0.00 元，实现净利润-18.18 万元（未经审计）。
四、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公司与好医友拟签订《好医友互联网医院（平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好医友将其持有的但未实缴的合资公司 40%股权（对应 1,200 万元出资额）
转让给公司，转让价格为 0 元。转让后，由公司履行该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即享受 80 %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好医友不再享受
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原由好医友所享有的董事会席位自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好医友不再享有。
合资公司名称及所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名称应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变更为海峡创新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登记为准），好医友应积极协助公司完成前述变更事宜。若公司未能按期完成
名称变更事宜，则公司应无条件将本次受让的 40%股权以 0 元转让回好医友。
2、金服公司已同意放弃对上述股权转让所享有的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优先购
买权。

3、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1,200

40%

2,400

80%

好医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00

40%

0

0%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融创新服务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600

20%

600

20%

合计

3,000

100%

3,000

100%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于 2020 年 3 月设立，2021 年 1 月取得互联网医院执业许可证，是
福建省第二家由第三方独立申办的互联网医院，作为公司智慧医疗实施的重要战
略平台，下一步公司将充分发挥平潭对台的特殊政策优势，战略重点将在中美医
疗合作更突出市场化的前提下，基于台湾地区在医疗服务水平的领先优势，合资
公司将以台湾医院、以色列特拉维夫医疗中心等新增资源来提升海峡创新智慧医
疗板块专业性壁垒。
本次收购主要目的是重新整合海峡创新智慧医疗板块资源，集中平潭区位优
势及政策红利，拓宽智慧医疗板块的业务边界。同时，收购完成后，智慧医疗板
块将形成“一核心，多卫星”的生态医疗体系，以互联网医院为数字医疗服务平
台为基础，中国台湾、以色列、美国等多地特色性医疗产品及服务可在慢病管理、
养老康复等大健康领域精准地服务大陆台胞、福建乃至全国人民，提升平台影响
力。本次公司收购好医友持有的合资公司 40%股权后拥有对其的绝对控股权，可
以更好地促进合资公司的经营发展，最大限度匹配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0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开和公平的原则，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收购事宜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收购系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重新整合公司智慧医疗板块资源，
进一步增强公司对合资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收购好医友互联网医院（平潭）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峡创新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