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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中珠医疗          证券代码：600568      编号： 2018-048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一

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226 号），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珠医疗”）于 2016年 2月实施了向原股东深圳市一体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集团”）、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体正润”）、深圳市金益信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西

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益信和”）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一

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100%股权的交易事项（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业绩完成及补偿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9月 21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及相关议

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2015 年 10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 2015 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案。2016 年 2 月 2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概述如下： 

经核准，本公司通过向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正润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益信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一体集

团等”或“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130,763,935 股股份购买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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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发行价

格为 14.53 元/股。同时，本公司获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74,370,708 股新

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2015）第 218 号）为作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标的资产作价人民币 1,900,000,000.00元。 

截止 2016 年 2 月 24 日，本公司向一体集团等合计发行的 130,763,935 股

人民币普通股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7,368,464.00元，股本为人民币 637,368,464.00 元。上述发行股份事项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069 号《验

资报告》验证。 

截止 2016 年 7 月 29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

74,370,708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金额为人民币 711,739,172.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711,739,172.00 元。上述增

资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843 号

验资报告验证。 

2017 年 7月，公司实施 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

合计持有公司 366,139,017 股，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持股情况如下： 

相关重组方 发行数量（股） 转赠股本后持股数（股） 

一体集团 96,071,607 269,000,500 

一体正润 28,020,843 78,458,359 

金益信和 6,671,485 18,680,158 

合计 130,763,935 366,139,017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于 2015 年 9 月签署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以及 2016 年 1 月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司与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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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预测净利润分

别为 10,500 万元、13,500万元、17,500万元。一体集团等向本公司保证并承诺

一体医疗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以下简称“承诺年度”）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将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据，“净利润”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如果一体医疗在承诺年度实现的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

末累积预测净利润，一体集团等应就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

积预测净利润的部分（以下简称“利润差额”）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补偿原则为：

一体集团等以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即本公司有权以总价人

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补偿股份），先由一体集团、一体正润承担补偿义务，如一

体集团、一体正润所持股份不足以全额补偿的，由金益信和对不足部分承担补偿

义务，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三、业绩承诺补偿约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在每个承诺年度，由公司委托经交易对方认

可的负责本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本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时，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一体医疗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与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利

润差额以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1、当年利润差额，应根据以下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以下简称“补偿股份

数公式”），如果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不冲回。当年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承诺年度内各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已补偿股份数。 

2、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本公司聘请经交易对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标的资

产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本次发行价格，则一体集团等应对

本公司另行补偿，另需补偿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价格－

承诺年度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

估值并扣除承诺年度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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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如果本公司在承诺年度内实施现金分红，则一体集团等补偿股份对应的

分红收益无偿赠予本公司；如果本公司在承诺年度内实施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则补偿股份数公式中的“本次认购股份总数”应包括一体集团等根据上述

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新增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 

4、如果需补偿股份数大于一体集团等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则一体集团等

应在补偿股份划转当日以自有资金补足差额，用以补足差额的现金金额=差额股

份数×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5、交易双方同意并确认，包括军队医改政策在内的任何关于医院、医疗服

务、医疗器械行业政策的调整或变更不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

第 3.8条约定的可免除或减轻利润补偿责任的情形，上述行业政策的调整或变更

不免除或减轻一体集团等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利润

补偿责任，一体集团等不会以上述行业政策的调整或变更提出任何关于免除或减

轻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利润补偿责任的主张。 

6、如果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向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回购补偿股份

的议案，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中存放

的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如果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补偿股份的议

案，公司应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后 2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无偿

划转给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指定的除一体集

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赠送

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持有

的股份数后的总部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1、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059 号）和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E10430 号），一体医疗 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05,909,088.00元、136,317,750.12 元，

完成 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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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亿元的承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E10649 号），2017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644.1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合同约定损

益影响后，2017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302.50

万元，低于当年承诺扣非净利润 17,500.00万元，利润差额 2,197.50 万元，2017

年标的资产一体医疗未完成业绩承诺。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标的资产承诺年度累积实现

扣非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承诺净利润 实现扣非净利润 差异额 完成率 

2015 年度 10,500.00 10,590.91 90.91 100.87% 

2016 年度 13,500.00 13,631.78 131.78 100.98% 

2017 年度 17,500.00 15,302.50 -2,197.50 87.44% 

期末累积 41,500.00 39,525.19 -1,974.81 95.24%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

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评估咨询报

告》（信资评咨字（2018）第 40014 号），经收益法评估，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 2017年 12月 31日的相关资产组价值为人民币 188,000.00

万元，相关资产组账面价值 72,883.60 万元，增值额 115,116.40 万元，增值率

157.95%。 

因此，根据前述利润补偿的原则规定和要求，利润承诺未完成补偿方需向公

司 补 偿 的 股 份 数 额 为 17,423,025 股

[ （ 19,748,113.61/(105,000,000+135,000,000+175,000,000) ） ×

366,139,017-0=17,423,025]；标的资产期末减值测试，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承诺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本次发行价格，不需另行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标的

资产期末减值额（19 亿-18.8 亿=0.2 亿元）＜承诺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本

次发行价格（17,423,024/2.8）×14.53=90,413,049.54 元），合计应补偿公司



 6 

股份数为 17,423,025股。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因一体医疗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一

体医疗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承诺，补偿方一体集团、一

体正润、金益信和应进行补偿，且补偿方之间承担相互连带责任。 

2、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如果公

司在承诺年度内实施现金分红，则相关重组方应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度补偿

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收益无常赠予公司。 

公司 2015 年度的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重大资产

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束后的总股本

637,368,464 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共计分配人民币 12,747,369.28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年度。  

公司 2016 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11,739,17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5,586,958.60 元，转增

1,281,130,509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992,869,681股。  

因此，补偿方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需返还给公司的分红收益合计

为 435,575.63元。 

综上，根据前述利润补偿的原则规定和要求，补偿方一体集团、一体正润、

金益信和应补偿公司股份数为 17,423,025 股，需返还给公司的分红收益合计为

435,575.63元。 

五、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拟定向回购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应补偿股份数 17,423,025股，

同时收回应返还公司的分红收益合计 435,575.63 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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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鉴于一体医疗未完成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公司

与业绩承诺方签署协议约定，公司要求补偿方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按

协议约定进行业绩补偿，应补偿股份数 17,423,025 股，同时收回应返还公司的

分红收益合计 435,575.63 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