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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7        股票简称：大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22－018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知贝医疗”部分股权暨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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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广州爱贝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贝医疗”） 

 投资金额：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均瑶医疗”）拟出资 775.0002万元受让深圳市慕医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慕医科技”）、深圳优悦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优悦荟”）、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杉

铭德”）、北京铱禾探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铱禾

探真”）合计持有的“知贝医疗”原 42.7331%股权后，再出资 2,000 万

元对“知贝医疗”进行增资。通过上述受让及增资，公司合计出资

2775.0002 万元，获得“知贝医疗”68.1851%的股权。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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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未发现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

过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均瑶医疗”拟出资 775.0002 万元受让“慕医科技”、

“优悦荟”、“红杉铭德”、“铱禾探真”合计持有的“知贝医疗”原 42.7331%股

权（注册资本 411.169947 万元）后，再出资 2000 万元，对“知贝医疗”进行增

资（认购“知贝医疗”新增注册资本 769.74544 万元)。通过上述受让及增资，

公司合计出资 2775.0002 万元，获得“知贝医疗”68.1851%的股权。 

“知贝医疗”是⼀家布局华南区域，主要从事⼉科诊疗服务并覆盖家庭医疗

的连锁机构，以“循证医学”思路服务患者的理念得到业内及患者的认可。公司

成立于 2017年，“知贝医疗”目前已在广州、中山、佛山、南宁、昆明等城市先

后设立了 5 家诊疗机构。 

“知贝医疗”自成立以来，一直奉行“做规范医疗先行者，让可靠的医疗更

可及”的办医理念，通过规范医疗，以患者利益出发，严格遵循“循证医学”提

供诊疗方案，通过线上医疗产品与线下医疗机构相结合，以患者需求为中心，在

儿科作为流量科室的基础上，发展家庭医疗服务，并从女性皮肤健康管理的角度

出发，以高品质和稳定性，打造“儿科（家庭）经济”模式，提供更全面、便捷

的医疗服务。 

公司拟通过对“知贝医疗”股权的受让和增资，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公司医疗

健康业务板块在儿科方向的战略布局，并能在区位分布上补足均瑶医疗⼉科体系

在华南区域的空白，在服务内涵上补足 0-3 岁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医”的

能力；同时，与现体系中的“健高儿科”项目、“雅恩健康”项目进行专业互补、

服务协同、资源共享和管理集约，实现公司在既定均瑶⼉科战略“儿童全成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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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健康陪伴”上的进一步夯实。 

本次拟受让股权事项，依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受

让股权的估值、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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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未发现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受让股权及增资事项，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主体基本情况 

1、股权受让方：上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略） 

2、股权出让方：深圳市慕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网站设计；网络技术咨询；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国内

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电子商务，电子产品销售；纺

织品、服装销售；眼镜销售；婴儿用品销售；护肤品、化妆

品销售；从事广告业务；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的销售。 

成立日期：2016年 1月 5日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26 号卓越梅林

中心广场（南区）卓悦汇 B1108A 

3、股权出让方：深圳优悦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独资经营（港资） 

经营范围：投资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成立日期：2017年 4月 13日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登良路南侧汉京大厦 5H-581 

4、股权出让方：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17日 

合伙期限：2015年 6月 17日至 2027 年 6月 16日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超前路 37号院 16号楼 2层 C2316 

5、股权出让方：北京铱禾探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和佳云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陈佳为代表）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成立日期：2018年 7月 18日 

合伙期限：2018年 7月 18日至 2038 年 7月 17日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22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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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名称：广州爱贝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企业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108号中座 201自编 02单元 

4、成立日期：2016年 9月 22日 

5、营业期限：2016年 9月 22日至长期 

6、法定代表人：赵强 

7、注册资本: 962.1818 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体育健康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母婴生活护

理（不含医疗服务）；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票据信息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生物质能资源

数据库信息系统平台；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

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

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规划设计管理；企业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医院管

理；咨询策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安全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病人陪护服务；采购代理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广告

设计、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物联网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销售代理；诊所服务；原料血浆的采集与供应；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

服务；医疗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美容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婴幼儿洗浴服务。 

9、本次标的受让及增资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欧茜 2,414,643.00 25.0955% 

2 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5,600.00 18.2460% 

3 广州知贝儿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0,000.00 13.0952% 

4 赵强 1,280,415.46 13.3074% 

5 北京铱禾探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1,818.00 12.6984% 

6 深圳优悦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32,663.64 8.6539% 

7 李慧 453,241.90 4.7106% 

8 深圳市慕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3,436.00 4.1929% 

合计 9,621,818.00 100.00% 

10、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22]26143

号”审计报告，“知贝医疗”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月 31日 

资产总额 3,735.16 4,630.48    4,133.47    

负债总额 2,054.99     4,886.09     4,509.37 

净资产 1,680.17 -255.61    -375.90 

项目 2020 年度 2021年度 2022 年 1月 

营业收入 2,371.89    2,601.37    1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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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3,843.14       4,149.87 269.45    

利润总额 -1,555.06    -1,652.06    -120.29    

净利润 -1,617.86    -1,652.06    -120.29    

2020 年起由于疫情影响，交易标的所有下属机构主营业务涉及儿童发热、

感冒等症状诊疗无法正常开展，2022 年起将强化家庭医疗服务，特别是女性皮

肤健康管理服务。 

11、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经过具有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沪申威评报字（2022）第 0099 号”－《上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广州爱贝医疗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以 2022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广州爱贝医疗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600万元，较审计合并后的归属母公司股权权益评估增值 3,151.11 万元。 

综上评估结果，以 2022年 1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广州爱贝医疗服务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人民币 2,600 万元”为基础，“均瑶医疗”拟受让

“慕医科技”、“优悦荟”、“红杉铭德”、“铱禾探真” 所持有的共计 42.7331%股

权（对应注册资本为 411.169947万元）的受让价为 775.0002万元；上述受让价

较按基准日以收益法计算的该部分股权价值的比值为 69.7532%。上述受让完成

后，“均瑶医疗”以 2,500 万元对价向“知贝医疗”再行增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12、交易标的未发现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或妨碍

权属转移的情况。 

13、交易标的所涉及公司未存在本公司为其进行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等事

项。 

14、本次交易标的未涉及有其他股东优先受让权的事项。 

 

四、拟签协议主要内容 

(一) 交易价格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22）第 0099

号”－《上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广州爱贝医疗服务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知贝医疗”全部股权评估值为 2,600

万元。 

“均瑶医疗”拟投资人民币 2,775.0002 万元，其中 2,000万元用于认购“知

贝医疗”新增注册资本，775.0002 万元用于购买“知贝医疗”42.7331%存量股

权。 

同时，创始团队拟以人民币共计 50万元，用于购买“知贝医疗”1.0582%的

存量股权； 

在本次投资完成后，“均瑶医疗”将持有“知贝医疗”68.1851%的股权，“知

贝医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欧茜 2,465,552.09 14.2359% 

2 广州知贝儿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0,000.00 7.2751% 

3 赵强 1,300,779.09 7.5106% 

4 李慧 483,787.35 2.7933% 

5 上海均瑶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1,809,153.87 68.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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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319,272.40 100.00% 

 

(二) 付款计划 

本次付款将分四期支付，具体如下： 

1、股权转让款 

为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775.0002万元，包括支付给“慕医科技”、“优悦荟”、

“红杉铭德”、“铱禾探真”所持有的共计 42.7331%股权，主要付款前提为： 

(1) 完成本次标的股权过户。 

2、第一笔增资款 

第一笔增资款共计 600万元。主要付款前提为： 

(1) 完成本次股转交割手续； 

(2) 完成增资交割手续； 

(3) 签署目标公司关于加入投资协议的加入函； 

(4) 完成员工持股平台相关调整工作，GP变为均瑶医疗子公司； 

(5) 欧茜女士与目标公司签署关于其个人 IP运营的合作协议； 

(6) 创始团队已解除一致行动协议； 

(7) 未发现创始团队存在任何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声

明、陈述或保证的行为。 

3、第二笔增资款 

第二笔增资款共计 400万元。主要付款前提为： 

(1) 交割审计已完成，且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 创始团队完成本次投资后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 

(3) 创始团队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铱资本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 

(4) 员工持股平台完成相关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5) 完成昆明门诊部的整顿工作； 

(6) 未发现创始团队存在任何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声

明、陈述或保证的行为。 

4、第三笔增资款 

第三笔增资款共计 1000万元。主要付款前提为： 

(1) 交割完成已满 6个月； 

(2) 完成对员工持股平台以及股权激励事宜的调整与梳理工作； 

(3) 完成深圳门诊部的注销工作； 

(4) 广州门诊部办理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佛山门诊部办理取得《辐射

安全许可证》、南宁门诊部办理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和《辐射安全许可证》； 

(5) 完成南宁门诊部物业消防验收备案程序； 

(6) 未发现创始团队存在任何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声

明、陈述或保证的行为。 

 

(三) 投后公司治理 

1、“知贝医疗”新董事会设 3 名董事，“均瑶医疗”有权提名、委派 2 名

董事候选人，创始团队有权提名、委派 1名董事候选人。同时，董事长由“均瑶

医疗”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会审议事项需经全体董事会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后方

可通过。 

2、“知贝医疗”设监事一名，由“均瑶医疗”提名、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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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贝医疗”设财务负责人一名，由“均瑶医疗”委派，经董事会选聘。 

 

(四) 其他重要约定 

1、在租赁期限届满前（2027 年 8 月 27 日前），若广州门诊部所租赁的物

业发生拍卖、转让、抵押权人行使权利等原因，致使广州门诊部必须搬迁门诊经

营场所的，则应当由欧茜女士、赵强先生按以下约定对“均瑶医疗”进行股权补

偿： 

(1) 欧茜女士应将目标公司在本次投资后的 1.1111%股权（对应 19.243636

万元注册资本）以共计一元的价格转让给“均瑶医疗”； 

(2) 赵强先生应将目标公司在本次投资后的 3.3333%股权（对应 57.730908

万元注册资本）以共计一元的价格转让给“均瑶医疗”。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该投资项目是公司医疗健康业务板块在儿科方向进一步拓局的重要举措。

“知贝医疗”的加入能互补“健高儿科”的短板，同时与“雅恩健康”直接形成

上下游客户转化关系；并为“均瑶医疗”探索“流量科室+变现科室”的连锁门

诊科室矩阵模式和“儿科（家庭）经济”模式，踏出重要一步。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公允原则，预期其未来的投后发展能增强公司在医疗儿科

板块的拓展布局，同时也有利于公司“零售主业+医疗健康业务”的双核心主业

定位及资源整合，有利于推进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 

2、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投资事项尚处各方履行各自必要的批准程序阶段，或有面临相关方未能

最终正式签署生效的风险。 

本次投资事项签署生效后，或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且在经营过程中可能

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无

法达到预期收益、业务存续等风险。经营管理中或有面临如下风险因素： 

(1) 原产品服务结构相对单薄 

现有的业务围绕儿保和儿童常见病展开，目前虽涉及家庭医疗服务中的临床

皮肤科方向，但服务产品矩阵效应尚未形成，财务结果尚不尽如人意，未来业务

发展需升级和转型。 

对策：坚持儿保作为流量入口的原则，强化品牌和口碑的树立。以高毛利和

低获客频次的业务为拓展核心发展学科：①对儿科业务进行延展，丰富知贝医疗

儿科内涵，打造知贝医疗儿童慢病项下的学科特色，夯实学科矩阵效应。②结合

现有皮肤科和其他科室间的转化关系，皮肤科存在从临床皮肤科拓展到注射类项

目的潜力。 

(2) 管理体系尚欠健全 

现有的管理总部体系欠健全，容易出现管理疏漏和合规性问题，人员团队在

体系建设、医疗管理、机构筹建、信息化方向有所欠缺，不能完全匹配公司发展

规划；管理效率有待提升。 

对策：严格控制成本，体现集约优势，理顺组织架构，完善内控行为。补齐

知贝医疗现有团队在医疗管理能力和经验上的短板，形成“医”+“院”双强的

集团化运营体系，并逐渐步入正轨。 

(3) 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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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特别是目前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对于儿科门诊的约束较强，特别

是针对发热、感冒等相关症状所对应的儿科常见病，从而带来经营风险。 

对策：“均瑶医疗”从战略需求、项目优劣势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知贝医

疗”与“均瑶医疗”存在较大的互补能力。后续将通过“均瑶医疗”旗下其它儿

科项目与“知贝医疗”的协同和融合，用确定性业务的快速补充，来弥补疫情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持续做好常见病的线上咨询业务，为疫情后时代儿科常见

病业务的迅速恢复做好充足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2、批准本事项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