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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2022 年 5 月 12 日，葛航及其一致行动人福鼎嘉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鼎嘉盈”），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鑫粟科技”）和宁波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粟投资”）

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浦”或“受让方”）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 

葛航拟向飞利浦转让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慧康”、

“公司”或“目标公司”）464,936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00%）；

福鼎嘉盈拟向飞利浦转让创业慧康 77,048,767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9716%）；鑫粟科技拟向飞利浦转让创业慧康 71,879,153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 4.6380%）；铜粟投资拟向飞利浦转让创业慧康 5,610,231 股股份（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620%）。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之后，葛航持有公司 220,519,18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14.2290%，福鼎嘉盈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鑫粟科技、铜粟投资和合计持有公司 60,878,308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9282%，不再为公司 5%以上股东。 

飞利浦将持有公司 155,003,08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0016%，并成为

公司 5%以上股东。 

3、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触及

要约收购。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本次协议转让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公司办理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5 月 12 日，葛航及其一致行动人福鼎嘉盈，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

鑫粟科技和铜粟投资与飞利浦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葛航、福鼎嘉盈、鑫粟科技及铜粟投资分别拟向飞利浦转让其所持有公司

464,936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300%）、77,048,767 股股份（占公司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前总股本的 4.9717%）、71,879,153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6380%%）、

5,610,231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620%）。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7.90

元/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1,224,524,387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葛航持有公司 22,0519,18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2290%，福鼎嘉盈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鑫粟科技、铜粟投资和合计持有公司 60,878,308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9282%，不再为公司 5%以上股东。 

飞利浦将持有公司 155,003,08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0016%，并成为

公司 5%以上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前述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葛航 220,984,118  14.2590 220,519,182  14.2290 

福鼎嘉盈  77,048,767  4.9716 0 0.0000 

周建新 6,084,753 0.3926 6,084,753 0.3926 

鑫粟科技 123,003,913 7.9368 51,124,760 3.2988 

铜粟投资 9,279,026 0.5987 3,668,795 0.2367 

飞利浦 0 0.0000 155,003,087 10.0016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董事葛航、葛

波休、胡燕、赵晔将在董事会表决该项议案时进行回避。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葛航、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

铜粟投资、葛波休、胡燕将在股东大会表决该项议案时进行回避。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1、葛航 

姓名 葛航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通讯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越达巷 92 号创业智慧大厦 

2、福鼎嘉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福鼎嘉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邵平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108682900099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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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8 年 11 月 19 日 

股权比例 

名称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福鼎聚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9 万元 99.90% 

王岳娇 1 万元 0.10% 

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桐城街道玉晖路 54 号 302 室 

通讯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桐城街道玉晖路 54 号 302 室 

3、周建新 

姓名 周建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 

区永久居留权 
无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兴街道联慧街 88 号（联慧科创中心） 

4、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建新  

注册资本 7,000.000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108MA27W7PJ5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

机网络技术、电子产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设备；服务：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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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通信产品、智能终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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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5 年 11 月 09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比例 

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周建新 2,549.3001 36.4186 

牟清 527.1000 7.5300 

吴宏伟 432.6000 6.1800 

管建勇 387.1000 5.5300 

刘洪健 329.0000 4.7000 

其他 33 名股东 2,774.9000  39.6414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 号 2 号楼 3567 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 号 2 号楼 3567 室 

5、宁波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宁波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红玲 

注册资本 57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108MA27W7QA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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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5 年 11 月 09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比例 

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周建新 294.1000 51.5965 

娄隽 54.2000 9.5088 



 

郑红玲 12.8000 2.2456 

胡耿 1.4561 8.3000 

陈国伟 8.3000 1.4561 

其他 44 名股东 199.1439 26.8930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 号 2 号楼 3566 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 号 2 号楼 3566 室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KWOK WAI ANDY HO 

注册资本 5,620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101691285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 从事电子工业领域和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其他领域的

投资； 

(二) 受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或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飞

利浦），以及飞利浦在中国已投资或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所投资

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提供下列服务： 

1、协助或代理飞利浦或所投资企业从国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

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 

2、在国内外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飞利浦或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

品，并为这些企业的产品和从飞利浦进口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3、为飞利浦或所投资企业提供或安排相关仓储、运输等综合服务； 

4、为飞利浦或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

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5、协助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担保； 

6、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 

(三) 从事电子技术、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照明，母婴用品、日用

百货、化妆品和医疗器械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培训和其他相关的配

套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含医疗行业相关计算机软、硬件）的研

https://www.qcc.com/pl/pffa63c10b23aab10ad668d32ed28f0f.html


 

制、开发、销售、安装、调试和其他相关服务；在中国境内设立科

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科技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

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四) 为飞利浦或所投资企业产品的国内经营商、代理商及与飞利浦

签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或安排相关的技术培训； 

(五) 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口采购机构的方式出口不涉及出口配

额、许可证管理的国内商品； 

(六) 提供经营性租赁服务； 

(七) 为公司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

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 

(八) 进口并在国内销售飞利浦的产品； 

(九) 承接境内外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 

(十) 根据有关规定，从事物流配送服务； 

(十一)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财务公司，向所

投资企业提供相关财务服务； 

(十二) 经商务部批准，从事境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境外投资，设立

融资租赁公司并提供相关服务； 

(十三) 委托境内其他企业生产/加工公司产品或飞利浦的产品并

在国内外销售； 

(十四) 从事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照明产品、母婴用品、日用百

货、化妆品及医疗器械设备及相关零部件、配套件的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零售、进出口并提供市场推广及其他相关配套业

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从事医疗器械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 

(十五) 以网络销售方式销售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照明产品，母

婴用品、日用百货及化妆品。 

(十六) 以专业承包方式从事照明工程；提供用能状态诊断和节能

项目设计、改造、融资、运行管理等节能服务。照明设计咨询，节



 

能设计咨询。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照明产品和医疗器械的维修服

务。 

(十七) 从事医院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科技咨询、

市场营销咨询、国际经济信息咨询（金融信息除外）及与飞利浦产

品和服务相关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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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1990 年 8 月 8 日至 2040 年 8 月 7 日 

股权比例 飞利浦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18 号 A1 幢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18 号 A1 幢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协议主体： 

转让方 1：葛航 

转让方 2：福鼎嘉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转让方 3：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方 4：宁波铜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方 1、转让方 2、转让方 3、转让方 4 合称为“转让方”，转让方和受

让方可合称为“各方”，或单独称为“一方”） 

2、本次股份转让 

转让方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让上市公司 155,003,087 股股份

（约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标的股份”），受让方将受

让标的股份（“本次转让”），其中：转让方 1 拟向受让方转让上市公司 464,936

股股份（约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3%）；转让方 2 拟向受

让方转让上市公司 77,048,767 股股份（约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4.97%）；转让方 3 拟向受让方转让上市公司 71,879,153 股股份（约占股份转

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64%）；转让方 4 拟向受让方转让上市公司

5,610,231 股股份（约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36%）。 



 

3、每股转让价格和股份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柒元玖角零分（RMB7.90），不低于股份

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八十(80%)。为避免

疑问，上述每股转让价格为含税价格，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就本次转让应承担和

缴纳的相关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和印花税（如适用）。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

乘积，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1 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佰陆拾柒万贰仟玖佰

玖拾肆元肆角零分（RMB3,672,994.40）（“转让方 1 股份转让价款”），受让方

应向转让方 2 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陆亿零捌佰陆拾捌万伍仟贰佰伍拾

玖元叁角零分（RMB608,685,259.30）（“转让方 2 股份转让价款”），受让方应

向转让方 3 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伍亿陆仟柒佰捌拾肆万伍仟叁佰零捌

元柒角零分（RMB567,845,308.70）（“转让方 3 股份转让价款”），受让方应向

转让方 4 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肆仟肆佰叁拾贰万零捌佰贰拾肆元玖角

零分（RMB44,320,824.90）（“转让方 4 股份转让价款”，与转让方 1 股份转让价

款、转让方 2 股份转让价款、转让方 3 股份转让价款合称为“股份转让价款”）。 

4、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两（2）日内且不晚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 受让 方向 转让 方 1 指定 的银 行账 户支 付人 民币 壹亿 伍仟 万 元

（RMB150,000,000）（“订金”），订金应仅用于如下用途：偿还转让方 1 和转

让方 2 已质押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作为担保的贷款。受让方逾期支付前述款

项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万分之二向转让方 1 支付违约金。 

在下列载明的各项条件（标的股份过户登记除外）得以满足或被豁免的前提

下，受让方应在收到转让方 1、转让方 2、转让方 3 及转让方 4 依据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的共同发出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2）个工作日内确认是否同意办理标

的股份的过户登记及在同意的情况下向转让方出具书面通知，并在标的股份过户

登记至受让方名下的三(3)个工作日内将转让方 1 股份转让价款、转让方 2 股份

转让价款、转让方 3 股份转让价款及转让方 4 股份转让价款分别支付给转让方 1、

转让方 2、转让方 3 及转让方 4，其中已支付给转让方 1 的订金自动转为转让方

2 股份转让价款的一部分。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订金和股份转让价款的



 

当日向受让方出具依法签署的书面确认书。受让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交割义

务以下列条件（“交割条件”）得以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为前提： 

(i) 声明、保证和承诺。交易文件中转让方的声明和保证在股份转让协议签

署日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具有误导性，且截止至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日也均

应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具有误导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ii) 标的股份无负担。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其他任何

负担或会影响标的股份转让的情形； 

(iii)转让方 1 已根据适用法律取得为完成本次转让所需取得的个人所得税完

税证明，并提供给受让方； 

(iv) 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已依法批准本次转让，且转让方已取得为完

成交易文件项下拟议之交易所必要的所有内部决策批准； 

(v) 上市公司与受让方或其关联方已经签署业务合作协议； 

(vi) 交易所已就本次转让出具确认意见书； 

(vii)在转让方满足除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外的其他交割条件的情况下，转让方

已就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向受让方发出过户通知书，且受让方同意办理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并已出具书面通知； 

 (viii) 中证登记公司已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所有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于受让

方 A 股证券账户，且转让方已向受让方提供中证登记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 

5、本次转让完成后的承诺事项 

各方一致同意，过户登记日后，受让方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两(2)名非独立

董事。转让方应促使上市公司在过户登记日后的首次股东大会上审议前述董事选

举的议案，且转让方应且应确保其各自的一致行动人（如有）就前述董事的选举

投赞成票。转让方应促使受让方提名的非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或

提名委员会。受让方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后，无法定不得担任

董事的理由不得罢免。受让方提名的董事如因任何原因辞任或被罢免，受让方有

权提名替补人选，转让方应当促使替补人选被任命为上市公司董事。但是，如受

让方因主动减持行为导致其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低于 155,003,087 股的，则

丧失前述一(1)名非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并应促使已当选的一(1)名非独立董事于



 

前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30)日内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如受让方因主动

减持行为导致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低于 77,501,544 股的，则丧失前述两(2)

名非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并应促使已当选的另一(1)名非独立董事于前述事实发

生之日起三十(30)日内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 

6、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于签署日经各方依法签名、盖章后成立并生效。电子印章与实

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飞利浦将成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有

利于构建公司多元化的董事会及股权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通过此次

战略投资，飞利浦与公司也将以股权为纽带，发挥各自优势，增强公司在市场拓

展及产品创新能力，提升公司在医疗卫生信息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本次协议转让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公司办理转让过户手续。 

2、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