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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受让观然医疗部分股权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12月 17 日，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启迪药业”或“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受让观然医疗 3.7789%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与上海衡普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普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按照协议约定，启迪药业拟以总金额人民币 1900万元受让衡普投资所持有的上

海观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然医疗”）3.7789%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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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上海衡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嘉美路 955号 4幢 123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大为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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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33273780X2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商务咨询，网络工程，从事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务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企业管理，产品设计，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劵），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信、金融业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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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股比例 

1 朱大为 21.8575 43.715% 

2 张洋 21.8575 43.715% 

3 张伟 6.285 12.57% 

合计 50 100%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企业名称：上海观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园康路 300号 2幢 8层 C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大为 

注册资本：2929.965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569579141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医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健康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得从事诊疗活动）；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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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

划；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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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股东及出资信息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衡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80.84 30.0632% 

湖南高创海盈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3.4618 10.0159% 

宁波市商琛软件有限公司 226.45 7.7288% 

上海碧霄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1.59 6.1977% 

杭州萧山飞图鑫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0706 6.0093% 

北京中经合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7.576 5.7194% 

珠海智伟合创一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37.242 4.6841% 

杭州海鲲鑫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17 2.9410% 

南通同渡信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4435 2.8479% 

长三角腾远（长兴）医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8.621 2.3420% 

上海邈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0 2.0478% 

姚立生 58.6906 2.0031% 

史玥 53.387 1.8221% 

衡子企业管理（上海）中心（有限合伙） 50.783 1.7332% 

北京新鑫立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 1.7065% 

张晶平 48.75 1.6638% 

东方星辉（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2095 1.5771% 

衡嗣企业管理（上海）中心（有限合伙） 45.29 1.5458% 

江莉莉 43.75 1.4932% 

瞿希颖 42.5 1.4505% 

宋进军 42.5 1.4505% 

李丹 41.64 1.4212% 

鑫尔越企业管理（上海）中心（普通合伙） 30 1.0239% 

上海煦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 0.5120% 

合计 2929.965 100% 

 

2、交易标的主要经营情况、创始人及核心技术人员 

（1）主要经营情况 

上海衡道医学病理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道病理”）系观然医疗

的全资子公司，是病理科技术服务商、病理 CRO服务商，病理数字化、智能化产



品供应商。主要业务包括面向医疗机构、患者、科研机构、医药企业、商保科技

的病理检测、诊断、试剂耗材、软硬件系统及相关服务，病例数据库及病理 AI，

病理质量控制，课程培训，病理相关的新媒体平台等。衡道病理正处于业务快速

增长期。规模上，正在从区域性病理中心向全国性病理中心扩展，业务上，正在

从传统工业客户业务向病理 CRO 业务转变，同时，该公司多个数字化、智能化

产品即将获得二级医疗器械证。 

（2）创始人 

朱大为，14 年大型商业保险机构运营和管理经历，曾负责近百家企业风险

保障方案设计、风控，社保和团体机构的医疗保险保障开发和运营管理，具有丰

富的团队运营管理经验。 

张洋，拥有 12 年央企财产保险、医疗保险机构运营和管理履历，具有丰富

的大型项目实施、管理和风险控制经验。 

郭滟，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博士后；现任中国

非公立医疗机构病理专业委员会常委，从事肿瘤病理诊断工作 17年。2011年发

现胰腺实性假乳头肿瘤（SPN）新的特异性诊断标记: CD99核旁点状着色，首次

发表于美国外科病理学杂志（Am J Surg Pathol），已被 AFIP丛书胰腺分册引用

作为 SPN 新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指标之一；原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病理科副主任

医师、胆道胰腺亚专科组负责人、兼任瑞金医院舟山分院病理科主任；2011-2016

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5篇，累计影响因子 29分。 

（3）核心技术人员 

左彦飞，原中国银联移动支付产品 NFC 首席架构师，具有丰富的互联网产品

研发和设计经验；深耕医疗及病理行业 5年，深刻理解病理行业及市场需求。 

 

3、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613,957.46  127,655,611.42  

负债总额 21,187,238.04 22,464,902.00  

净资产 28,426,719.42  105,190,709.41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度（未经审计）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172,247.71 40,575,172.30 

净利润 -18,905,672.94 -12,407,399.43 

4、出资方式 

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以 1900 万元人民币受让衡普投资所持有目标公司的

3.7789%股权，资金来源系自有资金。 

 5、其他 

经查证，目标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目标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衡道病理通过疑难病理会诊、科室共建托管和独立的区域性病理诊断中心三

种业务模式，把不同难度的业务与相应能力的病理医生病相匹配，已初步实现了

病理诊断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衡道病理在 AI 病理领域拥有专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研发团队和成熟的研发条件，前期进行了大量研发投入，部分研发成果已

成熟，研发的多个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即将获得二级医疗器械证。综上，交易双

方经协商一致，决定参考观然医疗上一轮投后估值（5.1 亿元人民币），公司以

190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通过受让股权方式，获得观然医疗 3.7789%的股权。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目标公司：上海观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方：上海衡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2、交易金额 

转让方将目标公司 3.7789%的股权以 19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 

3、交割方式 

各方同意，当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时，目标公司及转让方应向受让方发出

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成就的书面承诺函、证明文件原件及付款通知书。受让方应在

收到文件后 3个工作日内书面确认交割先决条件是否全部成就，并在书面确认无

异议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900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转

让方的指定收款账户。       

转让方应在收到转让价款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出具收款证明。目标

公司应于转让方收到转让价款的当日内在其股东名册中将受让方登记为股东，并

在 20个工作日内将股东名册正本（或者由目标公司盖章的副本）交付给受让方，

并向受让方出具加盖目标公司公章的出资证明函，并应于转让方收到转让价款的

30个工作日内重新签署《股东协议》，将受让方作为天使轮投资方之一享有相应

的股东权利。 

受让方缴付转让价款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提交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交易涉

及的工商变更登记。 

4、违约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存在隐瞒真相不予披露、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本

协议项下的任何声明、承诺、保证，或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对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

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协议中的损害赔偿责任或违约责任包含赔偿守约方实际损

失、行业名誉损失、因违约产生纠纷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程序费用、差

旅费等一切费用追偿和挽回损失的必要费用。 

5、协议生效及终止 



协议应于各方签署后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各方在此一致同意，本协议可通过下述方式解除： 

(1) 各方协商一致后可解除本协议； 

(2) 若受让方逾期30日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除转让方书面同意延长

该期限的情形外，转让方有权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 

(3) 若本次股权转让股东名册变更、相关工商登记与备案逾期超过30日未

完成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 若因转让方原因导致标的股权存在权属争议或任何权利负担且转让

方在受让方指定期限内无法妥善处理的，则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

议； 

(5)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在于拓展公司业务板块，优化资产配置，调整产业布局，

促进公司向医疗业务领域外延式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2、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基于长远发展作出的慎重决策，但依然存在宏观经济、

行业周期、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带来的投资风险，可能导致

公司投资目的不能达成，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

险，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尽力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分析和

论证，该项目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

观然医疗将成为启迪药业的参股子公司，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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