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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82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136351、136439 

债券简称：11 永泰债、12 永泰 01、12 永泰 02、13 永泰债、16 永泰 01、16 永泰 02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所属医疗投资基金收购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有限公司 42.47%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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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6 年 4 月 13 日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能源”或“公

司”）与成都锦欣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欣集团）签署的《合资交

易意向协议书》，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华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医疗投资基

金西藏兴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昇 1 号”）、西藏子兴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昇 2 号”），联合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灏汭投资”）与锦欣集团、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有限公司（锦

欣集团所属人类辅助生殖医疗业务持股平台公司，以下简称“持股平台公司”）就

收购持股平台公司 49%股权事项共同签署了投资协议，华昇 1 号、华昇 2 号、华

昇辅助生殖医疗 3 号基金（公司拟设立基金）或公司推荐并经锦欣集团同意的其

他基金（以下简称“华昇 3 号及其他基金”）、金石灏汭投资向锦欣集团共计支付

股权转让款 88,298 万元，取得锦欣集团所属的持股平台公司 49%股权。其中：

华昇 1 号支付股权转让款 29,426.66 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 16.33%股权；华昇

2 号支付股权转让款 29,426.66 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 16.33%股权；华昇 3 号

及其他基金支付股权转让款 17,677.62 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 9.81%股权；以

上合计持有持股平台公司 42.47%股权。金石灏汭投资支付股权转让款 11,767.06

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 6.53%股权。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进入具有高成长性的人类辅助生殖医疗领域，提

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加快公司在医疗产业的投资布局。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本次股权收购经公司管理层批准后即可实施。 

 

    一、交易概述 

2016年6月2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医疗投资基金

华昇1号、华昇2号基金，联合金石灏汭投资与锦欣集团、持股平台公司，就有关

收购持股平台公司49%股权事项共同签署了投资协议，华昇1号、华昇2号、华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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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及其他基金、金石灏汭投资向锦欣集团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8.8298亿元，取

得锦欣集团所属的持股平台公司49%股权，其中：华昇1号支付股权转让款

29,426.66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16.33%股权；华昇2号支付股权转让款29,426.66

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16.33%股权；华昇3号及其他基金支付股权转让款

17,677.62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9.81%股权；以上合计持有持股平台公司

42.47%股权。金石灏汭投资支付股权转让款11,767.06万元，取得持股平台公司

6.53%股权。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管理层的授权，本次股权收购

事项经公司管理层批准后即可实施。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召开总经理专题会

议，批准了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联合收购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0572717765 

3、住所：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56号网点104 

4、法定代表人：陈平进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80,500 万元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以及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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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金石灏汭投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全资子公

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中信证券自有资金直接股权投资的主要平

台，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成都锦欣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0600575278 

3、住所：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6号 

4、法定代表人：范玉兰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7,429.00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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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医疗项目、建设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

资金等金融活动）及投资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调研；贸易

经纪与代理；投资信息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不

含期货、证券、金融）；商务信息咨询。 

锦欣集团是一家成功进行公立医院改制的医疗投资集团，成立于2012年12

月19日，实际控制人为范玉兰。锦欣集团下属有六所医疗机构：成都市锦江区妇

幼保健院，锦欣集团持股100%；成都锦欣妇产科医院，锦欣集团持股100%；成

都锦欣中医医院，锦欣集团持股100%；成都锦欣精神病医院，锦欣集团持股

100%；成都西囡妇科医院，锦欣集团持股100%；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成都

西囡妇科医院持股40%。此外，锦欣集团还控制一所科研机构：成都锦欣生殖医

学与遗传研究所；七家养老机构：成都锦欣花乡老年公寓、锦江区温馨养老助残

中心、锦江区静颐养老助残中心、成龙路街办养老助残关爱中心、成都市锦江区

龙舟路街道河滨社区乐水苑养老助残活动中心、莲新街道养老助残关爱驿站、成

都市锦江区长者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务室：

龙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盐市口社区卫生服务站、莲新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安

桥社区卫生服务站、成都市锦江区老干局医务室、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医务室；

二所学校：成都市锦江区锦伈中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成都锦欣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三家公司：成都骅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美苑美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和隽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锦欣集团人类辅助生殖业务板块试管婴儿周期数

近9,000例/年，位居全国前列。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锦欣集团总资产 196,044.17 万元，净资产 61，002.20

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80,141.29 万元，净利润 17,347.54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锦欣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联关系。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RFXP1N 

3、住所：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26号 

4、法定代表人：王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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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2,000 万元 

7、经营范围：综合医院服务。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有限公司为锦欣集团组建的人类辅助生殖业务持股平台

公司，该持股平台公司将实际控制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以及在本次交易完成前锦欣集团参与的

其他人类辅助生殖业务。未来该持股平台公司规划向全国范围扩张人类辅助生殖

医疗连锁业务，打造成为全国性的辅助生殖连锁专业医疗集团。持股平台公司将

对所控制的医疗机构进行整合与改制，改制后的医疗机构将属于营利性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向其投资方进行分红

不受医疗行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相关规定的限制。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所属华昇1号、华昇2号、华昇3号及其他基金合计持

有持股平台公司42.47%股权，金石灏汭投资持股平台公司6.53%股权，锦欣集团

仍持有持股平台公司51%股权。 

目前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的锦欣集团人类辅助生殖板块内医疗机构的基金情

况如下： 

1、持股平台公司控制的主要运营单位基本情况 

    （1）成都西囡妇科医院 

名称：成都西囡妇科医院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 26 号 

法定代表人：王猷权 

开办资金：2,000 万元 

业务范围：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优生学专业、生殖健

康不孕症专业、临床心里专业、麻醉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

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妇产科专业、康复医院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出资单位为锦欣集团，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2,000

万元，出资形式为货币。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成立于 2010 年，前身系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学

中心，是四川省首批通过国家卫生部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唯一一家区级

单位，在四川甚至全国都拥有较大的病人数量和权威的医疗团队。成都西囡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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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筑面积 5,000 多平方米，设床位 72 张，门诊部、辅助检查室、层流室手

术室。医院建立了国内一流的生殖内分泌实验室、胚胎实验室、基因实验室、基

础实验室、采精室、诊断及治疗室，拥有西南地区最大，按照国家卫生部标准设

计的试管婴儿层流超净实验室。目前医院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共有 195 人，其中博士 3 人，硕士 18 人，本科 42 人。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开展的人类辅助生育技术(ART)包括丈夫精液人工受精

(AIH)、供精人工受精(AID)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单精子胞浆内显微注射

技术(ICSI)、胚胎囊胚冷冻复苏技术、睾丸穿刺取精术、辅助孵化(AH)等多项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约为 50%左右，在全国名列前矛；冷冻胚

胎复苏成功率约为 60%左右，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生殖中心是发展重点，也是

收入的重点，利润率约达 40%。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现持有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以及四川省卫生厅核发的《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件》。成都西

囡妇科医院目前正在进行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改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改制程

序。 

截至 2014 年底，成都西囡妇科医院（合并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

学中心）的总资产 26,255.12 万元，净资产 20,033.49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6,725.18 万元，净利润 11,990.09 万元；截至 2015 年底，总资产 65,518.12 万

元，净资产 29,166.66 万元；2015 年因停业装修实现营业收入 28,327.68 万元，

净利润 10,169.8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 

名称：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科园南一路 4 号 

法定代表人：王猷权 

开办资金：1,000 万元 

业务范围：内科、妇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

医结合科等的诊断及治疗。 

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出资单位为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合计 1,000 万元，出资形式为货币。 

2013 年 6 月，随着成都范围病员人数增加，锦欣集团在成都高新区成立了

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该院以开展妇科常见病诊治、妇科常规手术及不孕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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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治疗为主的医疗机构。该院占地约 4000 平方米，运营状况良好，设有床位

70 张，已成为周边居民的首选医院。医院目前持有由成都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签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目前正在进行由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改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改制程序。 

目前，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尚未获得 IVF（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牌照，现

按照四川省卫生厅关于 IVF 牌照相关程序正在申请办理中。 

截至 2014 年底，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总资产 2,981.16 万元，净资产 0.92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57.62 万元，净利润-683.38 万元；截至 2015 年底，

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总资产 4,147.13 万元，净资产 1,820.35 万元；2015 年实

现营业收入 5,881.88 万元，净利润 1,816.4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持股平台公司建立有人类辅助生殖学科共建和医疗技术合作关系的单位

的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 

注册地址：成都市三官堂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王猷权 

开办资金：1,900.4 万元 

业务范围：妇产、妇保、儿科、儿保、口腔、普外、麻醉、医学检验、医学

影像，向妇女儿童提供保健服务和医疗服务。 

    根据妇幼保健院提供的资料，妇幼保健院始建于 1954 年，设立时为全民所

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目前正在进行事业单位股份制改革，改制申请已经获得成都

市锦江区卫生局的同意批复，相关改制初步方案已经内部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由成都西囡妇科医院合作运营。成都市锦

江区妇幼保健院现时持有由四川省卫生厅核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

书》。 

    鉴于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由成都西囡妇科医院合作运营，

财务数据中已经合并体现在成都西囡妇科医院财务数据中。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估值 

投资方经本次交易取得持股平台公司 49%的股权。持股平台公司承诺其装入

的西囡妇科医院（含西囡妇科医院依据其与妇幼保健院所订协议而享有的就妇幼

保健院生殖中心的合作权益）和成都高新西囡妇科医院（以上两所医院合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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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医院”）2016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6 亿元，以此为基数，按 17 倍市盈

率估值，持股平台公司整体价值为 18.02 亿元。 

2、股权转让款 

本协议项下投资方应向锦欣集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88,298 万元，

其中，华昇 1 号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29,426.66 万元，华昇 2 号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29,426.66 万元，华昇 3 号及其他基金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17,677.62 万元，金石灏

汭投资支付股权转让款 11,767.06 万元。锦欣集团和华昇医疗基金确认并同意，

于本协议签署之时，华昇医疗基金已通过其关联方永泰能源就本次交易向锦欣集

团支付的诚意金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转为华昇医疗基金就本次交易应支付的股

权转让款，由锦欣集团在投资方依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10 日内一次性返还给永泰能源。 

3、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投资方应在本协议约定的各期付款条件达成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各

期股权转让款缴付至锦欣集团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资方的银行账户。投资方按照锦

欣集团通知的银行账户信息自投资方银行账户汇出相应款项，即视为投资方按期

履行了本协议项下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除非投资方与锦欣集团另有书面约定，本次交易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

让款总额的 30%，即人民币 26,489.40 万元；本次交易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股权

转让款总额的 50%，即人民币 44,149.00 万元；本次交易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为股

权转让款总额的 20%，即人民币 17,659.60 万元。锦欣集团应在收到各期股权转

让款当日内向投资方出具收款证明。 

4、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连带责任 

各方同意，在投资方中的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履行支付

相应股权转让款义务，且经锦欣集团催告后仍不履行付款义务时：1）如未履行

付款义务的为金石灏汭投资，锦欣集团有权撤销其相应标的股权受让权、解除与

其全部交易文件，其于本协议项下就标的股权的份额（不论是否已经交割）由华

昇医疗基金受让，相应股权转让款由华昇医疗基金依照本协议约定承担，华昇医

疗基金各基金之间的股权比例分配及承担股权转让款份额由华昇医疗基金决定，

支付时间和方式由华昇医疗基金和锦欣集团决定；2）如未履行付款义务的为华

昇医疗基金，或者华昇医疗基金不依照前述约定受让金石灏汭投资的股权受让份

额及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则锦欣集团有权撤销投资方全部的标的股权受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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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在本协议终止的情况下，锦欣集团应在本协议终止

后 30 日内向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投资方分别一次性返还其各自已经支付的股权

转让款且不计利息。 

各方同意积极配合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以实现前述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股东会决议、签署终止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修改公司章程、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5、交割 

各方同意，各方于投资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进行交割，即锦欣集团

和持股平台公司于该日完成下列程序和事项：于投资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之

日向持股平台公司主管工商登记机关递交本次交易所涉工商变更登记申请资料

并取得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前述全部事项完成时，标的股权交

割完成（当日为“交割日”）。标的股权于前述交割事项完成时转移至投资方，投

资方同时取得持股平台公司股东身份。 

锦欣集团依照本协议约定并通过股东会，选举持股平台公司的董事、监事，

并组织推选职工监事；董事、监事的任期自交割日生效； 

锦欣集团应促使董事长候任人依据已按照本协议附件二第一条第 4 款修改

的持股平台公司章程召集董事会会议，履行董事长选任、总经理的聘任程序，签

署董事会决议，前述人员任期自交割日生效； 

锦欣集团应促使监事长候任人依据已按照本协议附件二第一条第 4 款修改

的持股平台公司新章程召集监事会，履行监事会主席选任程序，前述人员任期自

交割日生效； 

锦欣集团应促使持股平台公司董事长于就任之日依据按照本协议附件二第

一条第 4 款修改的持股平台公司新章程向包括投资方在内的全体股东各自签署

《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体现投资方各主体所取得标的股权的相关情况，

《出资证明书》于交割日生效。 

锦欣集团和持股平台公司已经按照主管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准备和签署完

成本次交易所涉工商变更登记（包括依照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后股东及其出资

变更、董事/监事变更、总经理变更（如需）、法定代表人变更（如需）、新章程

备案以及各方届时决定的其他变更事项）所需全部资料。需投资方签署和准备的，

投资方应积极配合。 

6、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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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于交割日后共同协助促使本次交易所涉工商变更登记于交割日后至迟

15 日内完成。持股平台公司取得工商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应向各方出示原件及提供加盖持股平台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和新章程复印件。 

7、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投资方有

权查阅持股平台公司和目标医院章程及/或章程类似性质文件、股东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及其他决策机构、管理机构的会议记录，财务

报表及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派员列席股平台公司和目标医院股东会、董事会及其

他重要决策机构、管理机构有关持股平台公司、目标医院重大事项的会议；有权

通过其他合理方式持续了解持股平台公司和目标医院经营状态；有权督促目标医

院重组工作。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交割日期间，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

持股平台公司且锦欣集团保证持股平台公司和目标医院不实施：1）本协议第

11.1.2/（10）-（15）约定之任一行为；及 2）本协议第 11.2.3 项下约定的任一行

为；但因执行交易文件以及依据交易文件之约定的情形除外。 

8、持股平台公司和目标医院运营 

（1）股东会 

标的股权交割日为持股平台公司本届股东会成立日期。股东会由投资方和锦

欣集团共同组成，为持股平台公司最高权力机构。除本协议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外，股东会会议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董事会 

持股平台公司的董事会由其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程序和条件选举

出的董事组成。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投资方有权提名其中三名董事，锦欣集

团有权提名其中四名董事，董事长由范玉兰女士担任。锦欣集团和投资方应在选

举对方提名的董事人选时投赞成票，且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解除该名董

事的职务。每位董事的每届任期为三年，经其提名方重新提名并经股东会选举可

以连任。 

（3）监事会 

持股平台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投资方有权提名其中一名

监事，锦欣集团有权提名其中一名监事；另外依法设置职工监事一名。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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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持股平台公司、目标医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职工民主推选产生；其余监事由股

东会以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选举。监事会主席由锦欣集团提名的监事担任。锦欣

集团和投资方均应在选举对方提名的监事人选时投赞成票，且未经对方事先书面

同意，不得解除该名监事的职务。 

（4）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平台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按照本协议 11.2.3 之约定决定其聘

任、报酬及解聘。 

华昇医疗基金有权向持股平台公司总经理推荐财务负责人人选。总经理应将

华昇医疗基金推荐的财务负责人人选提交董事会，锦欣集团和投资方应促使其提

名的董事同意该人士担任持股平台公司财务负责人、形成同意选聘其为财务负责

人的有效董事会决议。 

9、违约和赔偿 

（1）以下任何情形的发生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 

①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或具有重大误导性； 

②任何一方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承诺和保证事项（无论该等违反发

生于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③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事件，本协议各守约方有权要求：由相应的违约方对守约

方承担违约责任，就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赔偿，且在持股平台公司违约的

情况下，锦欣集团就持股平台公司违约给投资方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

责任。违约方应共同及连带的赔偿守约方因该等违约所发生的任何损失、损害、

负债、权利主张、责任、费用和开支、利息、罚金、罚款等（包括但不限于合理

的诉讼/仲裁费用和律师费），使守约方的权益恢复至违约未发生时或无该违约的

状态。本协议对违约情形及处理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2）若投资方迟延支付任何一笔股权转让款，则每支付一日，应当以迟延

付款金额为基础，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50%为比例向锦欣

集团计付迟延付款违约金，迟延付款累计时间每超过 30 日，则日迟延付款违约

金率在上述贷款利率基础上应相应提高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

利率的 10%。投资方对本协议所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先决条件的豁免、锦欣集团

对锦欣集团履约条件的豁免，除非各方届时另有书面约定，均不应视为免除锦欣

集团、持股平台公司或投资方依照本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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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在任一其他方发

出表明其违约的书面通知后 30 日内完成对该违约的补救。 

（4）无论本协议是否有相反的规定，本条的规定应在本协议各方终止其权

利和义务之后，或本协议终止后继续有效。 

六、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5 年初，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公司确立了“综合能源开发、

大宗商品物流和新兴产业投资”的发展战略。通过收购华兴电力股份公司和华瀛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公司在原来年产 1,000 万吨煤炭的基础上，新增电力装机容

量 1,094 万千瓦（含在建机组），燃料油调和配送能力 1,000 万吨，运行和在建码

头吞吐能力 3,000 万吨。通过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投资感知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珠海东方金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投资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进入具有高成长性的人类辅助生殖医疗行业，公司在“能

源、物流和投资”三个方面获得更均衡的布局。 

    国家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未来几年辅助生殖行业需求将会大幅提

升。初步估计市场规模将扩容 20%以上至 5,664 亿元，现有的辅助生殖机构不能

满足市场。截止 2015 年 5 月，共有约 350 家获得 IVF-ET 牌照的医疗机构，每

年完成手术约 20-30 万例次，然而技术成熟，拥有专家团队、规模化运作的不到

20 家，成都西囡妇科医院有限公司所属的人类辅助生殖业务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总之，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获得财务回报的同时，将加快在新兴产业的

投资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抗行业周期能力和发展潜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各方签署的投资协议； 

2、公司管理层对本次交易的批准文件。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