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 中珠医疗

证券代码：600568

编号： 2018-081 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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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名称：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所持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60%股权。
●交易金额：本次交易价格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审计报告、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广
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并参考广西玉林市桂南医
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按前述计算依据所确定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孰低净利润”）不低于 2684 万元为基础，在上
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
限公司 2018 年度孰低净利润不低于承诺的金额时，经双方协
商确定 60%股权转让价 21,000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
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无需再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协议执行和后期经营过程中，
可能面临国家政策风险、医保报销政策风险以及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医
院收入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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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概述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协议收购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桂南管理中心”）
所持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南医院公司”或“目标公司”）
60%股权。
目标公司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依法举办
了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以下简称 “桂南医院”）；桂南医院为二级综合医院（营
利性医疗机构）。桂南管理中心持有目标公司 99%的股权，农维昌持有目标公司
1%的股权。
经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审计报告、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广西玉林市桂南
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
值，并参考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按前述计算依据所确定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孰低净利润”）不低于 2684 万元为基础，在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承诺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孰低净利润不低于承诺的金
额时，经双方协商确定 60%股权转让价 21,000 万元。
桂南医院公司其他股东农维昌已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收购完成后桂南
医院公司将成为中珠医疗下属控股公司，中珠医疗将实际拥有桂南医院 60%股
权。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本次收购的有关材料后并发表了同意公司的本次收购
的独立意见，对公司的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
律障碍；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基本信息介绍
（一）收购方基本信息
名称：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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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湖北省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注册资本： 1,992,869,681 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6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管理；
项目投资、投资控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
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保健饮料进出口
业务；诊断试剂，中药，西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医疗服务；移动及远程医疗、药品及医疗
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需其他行政许可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转让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农维昌
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23 日
合伙期限：2016 年 9 月 23 日至 2026 年 9 月 22 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3 号楼 17400 号（上
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会务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和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认缴比例

1

农维昌

31.50

29.142%

2

周德勇

5.34

4.94%

3

袁小红

5.20

4.811%

3

4

杨崇光

5.00

4.626%

5

王冰

5.00

4.626%

6

钟一民

5.00

4.626%

7

吕红

5.00

4.626%

8

梁确新

5.00

4.626%

9

陈翠梅

4.75

4.394%

11

陈媛梅

4.20

3.886%

10

黄飞燕

4.00

3.701%

12

朱春频

4.00

3.701%

13

陈洁

3.90

3.608%

14

梁达梅

3.60

3.331%

15

杨永忠

2.60

2.405%

16

文永光

2.00

1.85%

17

何洁丽

2.00

1.85%

18

王雪梅

2.00

1.85%

19

凌武

2.00

1.85%

20

徐建权

2.00

1.85%

21

邱恒

2.00

1.85%

22

马克松

2.00

1.85%

108.09

100.00%

合计

其中：股东农维昌为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其
他股东为有限合伙人。
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交易对方公
司总资产 3,770,288.38 元，总负债 4,000,000.00 元，净资产-229,711.62 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229,711.62 元。
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农维昌、袁小红等 22 名股东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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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公司名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KFCPU37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玉林市苗园路 402 号；
经营场所：玉林市玉州区静安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农维昌；
注册资本：壹佰零捌万零玖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业务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儿
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精神科、传染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
学科、临终关怀科、麻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
医结合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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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东及权属情况
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桂南医院公司 99%股份，农维昌持
有桂南医院公司 1%股份。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桂南医院公司其他股东农维昌已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本次交易若完成
后，桂南医院公司股东情况为：中珠医疗持有 60%，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 39%，农维昌持有 1%。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决定对桂南医院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进行审计、评估，分别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广
西 玉 林 市 桂南 医 院 有限 公 司 审 计报 告 及 财务 报 表 》（信 会 师 报字 [2018] 第
ZE10839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由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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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40065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审计
报告》、《评估报告》详见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信息）。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桂
南医院公司总资产 113,584,418.60 元，总负债 41,984,550.09 元，所有者权益
71,599,868.51 元，营业总收入 133,687,319.60 元，净利润 21,418,635.10 元。
经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经收益法评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
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32,000.00 万
元，较账面净资产评估减值 7,159.99 万元，增值率 346.93%。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桂南医院公司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10,807,474.56 元，总负债 30,276,863.37 元，所有者权益 80,530,611.23，2018
年 1-4 月营业收入 48,267,564.27 元，净利润 8,930,742.72 元。
（四）相关资产情况
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是营利性二级综合性医院，目前拥有以下经营证照：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
许可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批准证书。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机构名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法定代表人：农维昌；机构类别：二级综
合医院（营利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农维昌；地址：玉林市玉州区静安路
86 号；登记号：72974989-245090214A1001；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内科、外
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
肤科、精神科、传染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临终关怀科、麻醉科、疼痛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2、放射诊疗许可证
医疗机构名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负责人：农维昌；地址：玉林市玉州
区静安路 86 号；许可项目：核医学、X 射线影像诊断。
3、辐射安全许可证
单位名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地址：玉林市苗园路 402 号；法定代表人：
农维昌；证书编号：桂环辐证[K0407]；种类和范围：使用 V 类密封放射源；乙、
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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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批准证书
机构名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法定代表人：农维昌；地址：玉林市玉州
区静安路 86 号；证书编号：
（桂）卫计职检字（2009）第 051 号；有效期：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21 年 6 月 19 日。
5、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机构名称：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法定代表人：农维昌；地址：玉林市玉州
区静安路 86 号；登记号：M45098846011001021；有效期：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
四、《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及对价
1、交易标的：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60%股权。
2、转让方：上海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交易对价：
1）桂南管理中心承诺桂南医院为营利性二级综合性医院，且经各方认可的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孰低净利润不
低于 2684 万元。
2）各方同意，目标公司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并参考广西玉林市桂南医
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实现的孰低净利润不低于 2684 万元为基础，在上海
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孰
低净利润不低于承诺的金额时，经双方协商确定 60%股权转让价 21,000 万元。
（二）交易程序、付款方式
中珠医疗受让桂南管理中心所持目标医院 60%股权的转让价款分五期支付。
第一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0 工作日内，中珠医疗支付桂南管理中心股权转
让款 15%首期款即人民币 3150 万元，若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不被监管机构核准或
监管机构、监管机构人员提出口头或书面异议，桂南管理中心应当将该款项退回；
第二期在桂南企业管理中心将 60%股权转让至中珠医疗名下并办理股权工商变
更和医院证照变更手续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中珠医疗累计支付桂南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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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款至全部总价款的 70%，即中珠医疗支付桂南管理中心股权转让款至 14,700
万元；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分别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审计报
告出具日或该年度 4 月 30 日 前（以先达到为准）10 个工作日内，中珠医疗分
别支付桂南企业管理中心对价款的 10%，即每期分别支付 2,100 万元。
（三）业绩承诺
1、桂南企业管理中心承诺在项目收购之日起三个会计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内，按照 2017 年审计口径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按前述计
算依据所确定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孰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84 万元、3,006
万元、3,300 万元。
2、如在承诺期内，桂南医院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的孰低净利润数，桂南管理中心应当向中珠医疗进行现金补偿；若
当年超过业绩承诺部分可以延续作为以后年度业绩承诺，当年应补偿金额具体计
算方式及补偿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孰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的孰低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的孰低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
总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21,000 万元；在逐年计算补偿金额的情况下，在各年
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取 0 值，即已补偿金额不冲回。当年应补偿金额
优先以未支付的交易对价进行抵扣，不足抵扣的部分，桂南管理中心应在目标公
司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珠医疗支付现金补偿。
如遇法律、法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医保政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不
能完成当年度承诺业绩的，本协议各方将另行约定是否顺延业绩承诺。
3、在目标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或
超过承诺业绩的情况下，桂南管理中心可以在 2021 年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协商出售给中珠医疗，出售股权比例不超过目标公司股权的 20%，具体如下：
出售价格：出售价格=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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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平均孰低净利润×15.0 倍市盈率×出售股权比例；
出售比例：桂南管理中心决定向中珠医疗出售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时，应当
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书面通知中珠医疗，该书面通知应当列出其拟出售的目标
公司股权比例，中珠医疗应当在收到桂南管理中心书面通知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
内按照本条约定收购桂南管理中心所要求出售的目标公司股权。
4、在目标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或
超过承诺业绩，且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平均利润不低于 2020 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情况下，桂南管理中心在 2024 年有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协商出售给中珠医疗，具体如下：
出售价格：出售价格=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三年平均孰低净利润×15.0 倍市盈率×出售股权比例；
出售比例：桂南管理中心决定向中珠医疗出售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时，应当
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书面通知中珠医疗，该书面通知应当列出其拟出售的目标
公司股权比例，中珠医疗应当在收到桂南管理中心书面通知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
内按照本条约定收购桂南管理中心所要求出售的目标公司股权。桂南管理中心也
可以出售部分股权或者保留其持有的股权不出售，但如桂南管理中心在 2024 年
不出售的股权，在以后需要出售时，需经双方重新估值。
5、业绩承诺期间，中珠医疗保证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以确保目标公司以
正常方式经营运作, 以保证增资交割日后目标公司的商誉和经营不会受到不利
影响。未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中珠医疗不得随意单方面更换桂南管理中心现有
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在目标公司担任的职务。
6、以上关于桂南企业管理中心股东向中珠医疗出售股权的条款不因中珠医
疗的名称、法人变更以及资产重组而改变。
7、如中珠医疗今后向第三方出售目标公司的股权，桂南管理中心有权要求
第三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桂南管理中心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第三方未能
优先收购桂南管理中心持有的股权的，桂南管理中心有权要求中珠医疗不得出售
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但中珠医疗向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转让目标公司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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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或中珠医疗向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时，
不享有前述优先收购请求权。
8、桂南企业管理中心在承诺的业绩全部完成实现之前，未经中珠医疗书面
同意，桂南管理中心不得将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剩余股权进行转让、质押或进行其
他任何处分。
（四）转让方承诺与保证
1、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二级甲等综
合医疗机构，拥有合法资质；
2、迄今为止，目标公司开展的业务行为在所有实质方面均符合中国法律及
其章程的规定；
3、目标公司举办的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为营利性医院。目标公司承诺取得
持有其现有资产及开展现行业务所需的全部执照、批文和许可。广西玉林市桂南
医院及目标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存续的合法性、财务状况、盈利、业务前景、声
誉或主营业务，在目前且在合理预期范围内不会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涉及潜在重
大不利变化的任何情况；
4、桂南管理中心及目标公司应将其知晓的并且可能对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
目标公司业务的特点和性质有重大影响的有关事项的任何公告或其它信息通知
中珠医疗；
5、桂南管理中心及目标公司向中珠医疗所出示、提供、移交的有关广西玉
林市桂南医院/目标公司资产和负债等全部财务资料、公司信息及数据均为合
法、真实、有效、完整；
6、目标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在业绩承诺期（即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内，在目标公司任职期间内，以及从目标公司离职后 2 年内，不得从事与
目标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在与目标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
单位任职、拥有投资或权益，或为该等单位提供咨询、顾问、合作或其他服务。
（五）责任承担
1、各方均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如违反约定，应按协议约定承
担相应的责任，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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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中珠医疗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
期限、付款金额支付相关款项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 1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桂南管理中心
相应的损失。
3、转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中珠医疗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每逾期一
日，应当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
1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中珠医疗相应的损失。
五、董事会对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事项分别由具备证券期货相关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审
计、评估，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以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日2017年12月31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并参考目标公
司2018年度经审计实现的孰低净利润不低于2,684万元为基础，在转让方承诺目
标公司2018年度孰低净利润不低于承诺的金额时，经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资格，能胜任本次审计、评估工作；
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与审计对象、评估对象、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关
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机构依据独立、客观的原则并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
序后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
收购目标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六、资金来源
本次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目的是为加快中珠医疗的整体战略布局，加大医疗医药大健康产
业融合，不断完善中珠医疗的业务网络，完善医疗医药大健康产业链，结合公司
在肿瘤治疗技术和经验，整合桂南医院后，能够迅速布局玉林肿瘤治疗业务市场，
扩大公司医疗业务板块，增加利润增长点。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交易对方已对 2018
年-2020 年业绩做出承诺，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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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险提示
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协议执行和后期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家
政策风险、医保报销政策风险以及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医院收入不及预期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收购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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