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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63          证券简称：通策医疗      编号：临 2017-046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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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于 2017年 6月 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以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 7人。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17年 1月 18日召开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17年 2月 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并于 2017 年 3月 13日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中的发行对象、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发行数

量、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建设的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

院有限公司（“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的实施地点发生了变更，该项目原来的

实施地点为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 1号的西湖国贸大厦，并以承债方式收购

该物业，作为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的建设地点；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拟变

更该项目的实施地点，现拟租赁位于杭州市上城区青年路 27 号、解放路 231 号

的物业，作为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的建设地点。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及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的金额相应变化，则董事会拟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

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进行相应调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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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修改后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1 发行数量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320,640,000股的 20%即 64,128,000股，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股）=120,000 万元/每股发行价格。当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大于等于 64,128,000股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64,128,000 股。 

各发行对象拟认购数量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中的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主体 认购金额（万元） 占比 

1 吕建明 80,466 67.055% 

2 陆兆禧 10,000 8.333% 

3 通策 1号资管计划 5,834 4.862% 

4 诸暨通策 23,700 19.750% 

合计 120,000  10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 320,640,000 

股的 20%即 64,128,000 股，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

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股）=80,000 万元/每股发行价格。当本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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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大于等于 64,128,000 股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64,128,000 股。  

各发行对象拟认购数量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中的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主体 认购金额（万元） 占比 

1 吕建明 52,824 66.030% 

2 陆兆禧 6,666 8.333% 

3 通策 1号资管计划 4,710 5.888% 

4 诸暨通策 15,800 19.750% 

合计 80,000  10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赵玲玲

女士、章锦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1.2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总额的调整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000万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建设“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总投资为

172,029.49万元）。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万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建设“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总投资为

80,789.59 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赵玲玲

女士、章锦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逐项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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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

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赵玲玲

女士、章锦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3、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第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最新的发行数量、拟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地点等情况，对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

告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吕建明先生、陆兆禧先生、通策 1 号资管

计划、诸暨通策，合计 4名发行对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

目的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

额(万元) 

1 投资建设“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 172,029.49 120,000.00 

 合计 172,029.49 12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000万元。若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低于项目需要量的不足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

决。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募集资金到

位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以上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吕建明先生、陆兆禧先生、通策 1 号资管

http://www.sse.com.cn����¶�ġ�ͨ��ҽ��Ͷ�
http://www.sse.com.cn����¶�ġ�ͨ��ҽ��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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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诸暨通策，合计 4名发行对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

目的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

额(万元) 

1 投资建设“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 80,789.59 80,000.00 

 合计 80,789.59 8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万元。若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低于项目需要量的不足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

决。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募集资金到

位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以上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

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二次修订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赵玲玲

女士、章锦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公司于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公司分别与吕建明先生、陆兆禧先生、通策 1号资管计划、

诸暨通策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于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分别与吕建明先生、陆兆禧先生、通策 1

号资管计划、诸暨通策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 

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进行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http://www.sse.com.cn����¶�ġ�ͨ��ҽ��Ͷ�
http://www.sse.com.cn����¶�ġ�ͨ��ҽ��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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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发行数量拟调整为“按照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万元）除以发行价

格确定，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64,128,000股，并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

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万元。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分别与吕建明先生、陆兆禧先生、通策 1号资管计

划、诸暨通策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赵玲玲

女士、章锦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租赁房屋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浙江存济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租赁房屋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

填补措施（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

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及填补措施（第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赵玲玲

女士、章锦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温州存

济口腔医院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

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温州存济口腔医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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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