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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UNANFANGS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9-049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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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事项概述：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

司”）与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莱健康”）、同系方盛（长

沙）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系方盛医疗基金”）、

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骏医疗”）共同签署了《投

资意向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康莱健康持有的佰骏医疗32.04%-81.04%

的股权（最终收购比例尚未确定），或对佰骏医疗进行增资扩股，以达到控股佰

骏医疗的目的；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签署的为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具体的交易金额、股份

收购比例（如适用）、交易对方等内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且该交易需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此外，佰骏医疗未经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为负，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拟投资的标的定价估值可能较账面净资产

增值较高的风险。佰骏医疗旗下医院的市场拓展能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优势，部

分医院已经实现盈利，但未来经营业绩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年内完成本次

股权受让或增资扩股，预计不会对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以上投资风险敬请

投资者注意。 

 

一、股权收购概述 

1、根据公司以制药业务为主体、以大健康（养老与健康消

费）和医疗服务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要求，为了加快

公司发展步伐，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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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拟以自有资金受让佰骏医疗

32.04%-81.04%的股权（最终收购比例尚未确定），或对佰骏医

疗进行增资扩股，以达到控股佰骏医疗的目的。本次交易的具体

金额将根据评估结果、定价情况、收购比例等因素确定。 

2、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6 月

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将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签署正式《投资意向协议》后实施，后续将根据最终

的审计、评估结果及对价情况确定应履行的审批程序。 

二、意向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康莱健康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70QJ2L 

住所 长沙市雨花区美林街 35号盐船山生态园 1栋 1701 号 

法定代表人 唐煊卫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6年 10月 24日 

经营期限 至 2066年 10月 23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与服务；连锁企业管理；工程机械管理服务；商

业管理；健康管理；健康医疗产业项目的管理；健康医疗产业项目的运营；

市场经营管理；商品市场的运营与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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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唐煊卫（600 万元，60%）、唐志军（300万元，30%）、刘丰（100 万元，10%）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003,518 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 9,998,419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1,581 元。 

截至 2019年 5月 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003,518 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 9,998,419元；2019 年 1-5月，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 0元。 



 
 

第 3 页，共 9 页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UNANFANGS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2、唐煊卫先生情况 

唐煊卫先生为康莱健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1980年出生，

北大光华学院工商企业管理EMBA在读。历任北京韶华松和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湖南办事处业务经理，长沙韶华康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销售总经理，长沙泰莱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佰骏医

疗董事兼总经理，第五届娄底市政协常委，湖南省医院管理协会

民营医院分会副会长。唐煊卫实际控制的企业还有长沙泰莱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长沙通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除本次拟转让佰骏医疗股权及与公司共同对佰骏医疗相

关债务提供担保外，上述交易对手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325640356C 

住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寿昌路 1号办公楼二楼 201—206 室 

法定代表人 唐煊卫 

注册资本 1,838.5762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8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三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产品、建

材、装饰材料、其他机械设备、一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项目投资；医疗器械

技术开发；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医疗器械技术转让服务；其他机

械与设备租赁；企业管理服务；生物制品研发；生物防治技术推广服务；医

疗设备维修；其他办公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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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康莱健康出资 1,490.0633 万元人民币，占比 81.0444%；同系方盛医疗基金

出资 348.5129 万元人民币，占比 18.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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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同系方盛医疗基金持有佰骏医疗

18.9556%的股份，佰骏医疗为公司间接参股子公司。 

2、业务发展情况 

佰骏医疗成立于2014年12月，是一家专业投资肾病专科医院

建设的投资公司，致力于以肾病专科业务为主的医院投资与运

营，已经形成以血液透析为核心业务，以中医药服务、慢性肾病

及并发症管理、肾移植病人后期管理、透析病人的饮食和康复服

务等为辅的运作模式。经过近年的发展，佰骏医疗旗下已拥有11

家连锁医院（含1家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结的）、血液净化中心

10个，服务透析患者逾1,500人，拥有床位数逾1,100张。 

佰骏医疗旗下已控股的医院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东 

情况 
业务情况 

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桂阳泰

康医院

有限公

司（注） 

1,590.2665 

佰骏医疗

持股 60%，

其他股东

持股 40% 

二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320 张。 

主要科室设臵：门急诊、放射科、检

验科、妇科、儿科、内一科、康复理

疗科、骨外科、血透科、普外科、内

二科、手术室、ICU、功能科；重点医

疗服务：儿科、骨外科、内科、血透

科、普外科、康复理疗科。 

2018年末，总资产3,178万元；净资

产74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4,704万元，净利润-133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3,873万元，

净资产970万元；2019年1-5月累计营

业收入2,500万元，净利润265万元。 

新化佰

骏金穗

医院有

限公司 

1,670.73 

佰骏医疗

持股 60%，

其他股东

持股 40% 

二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262 张。 

主要科室设臵:预防保健科、急诊医学

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

产科专业、精神科、麻醉科、耳鼻喉

科、口腔科、儿科、中医科、医学影

像科、肾病诊疗中心（血液透析）医

学检验科；重点医疗服务:内科/外科/

妇产科：肾病诊疗中心（血液透析） 

2018年末，总资产4,199万元，净资

产3,62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5,167万元，净利润227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4,565万元，

净资产3,943万元：2019年1-5月实现

营业收入2,420万元，净利润314万

元。 

常宁佰

骏仁爱

医院有

限公司 

585.79 

佰骏医疗

持股

60.50%，

其他股东

持股

39.50% 

二级专科医院，编制床位 146 张； 

主要科室设臵：内科、外科、血透科、

骨科、中医理疗科、门诊科 

2018年末，总资产1,688万元，净资

产1,18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2,122万元，净利润-179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1,661万元，

净资产1,241万元；2019年1-5月实现

营业收入1,111万元，净利润42万元。 

衡东佰

骏博爱

医院有

800 

佰骏医疗

持股 60%，

其他股东

二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210 张； 

主要科室设臵：门急诊科、内科、外

妇科、血透科；重点医疗服务：血透 

2018 年末，总资产 1,697万元，净资

产 418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

1,388 万元，净利润-3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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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持股 40% 2019 年 5 月 31 日，总资产 1,896 万

元，净资产 309 万元；2019 年 1-5月

实现营业收 978万元，净利润-106万

元。 

冷水江

市佰骏

鸿江医

院有限

责任公

司 

157.50 

佰骏医疗

持股 68%，

其他股东

持股 32% 

一级综合专科医院，编制床位 50张； 

主要科室设臵：血透净化科、内科、

康复医学科 

2018年末，总资产998万元，净资产

556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932万

元，净利润-201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989万元，净

资产549万元；2019年1-5月实现营业

收入471万元，净利润3万元。 

娄底泰

莱医院

有限责

任公司 

600 

佰骏医疗

持股 70%，

其他股东

持股 30% 

三级专科医院，编制床位 36 张； 

主要科室设臵：肾内科、血液透析；

重点医疗服务：肾内科、血液透析 

2018年末，总资产1,195万元，净资

产15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21

万元，净利润-353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1,216万元，

净资产138万元；2019年1-5月实现营

业收入491万元，净利润-17万元。 

湘潭佰

骏肾病

医院有

限公司 

680 

佰骏医疗

持股85%，

其他股东

持股15% 

二级专科医院，编制床位80张； 

主要科室设臵：血透中心、综合内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重点医疗

服务：血透中心 

2018 年末，总资产 723万元，净资产

502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元，

净利润-298万元。 

2019 年 5月 31日，总资产 848万元，

净资产 656 万元；2019年 1-5月实现

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192 万元。 

邵东宋

家塘佰

骏医院

有限公

司 

831.29 

佰骏医疗

持股60%，

其他股东

持股40% 

二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120张； 

主要科室设臵：妇产科、普外科、泌

尿外科、骨科、内一科、内二科、门/

急诊、血透室、儿科、疼痛科、医学

影像、检验科、放射科；重点医疗服

务：内科、外科、妇产科、血透科 

2018年末，总资产2,168万元，净资

产1,271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437万元，净利润-29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2,262万元，

净资产1,335万元；2019年1-5月实现

营业收入1,148万元，净利润64万元。 

祁阳佰

骏康原

肾病医

院有限

公司 

1,820 

佰骏医疗

持股68%，

其他股东

持股32% 

二级专科医院，编制床位99张； 

主要科室设臵：血透室、肾内科、综

合内科、门诊中医、门诊外科 

2018年末资产1,434万元，净资产552

万元，2018年收入1,402万元，净利

润-359万元。 

2019年5月31日总资产1,550万元，净

资产478万元，2019年1-5月收入686

万元，净利润-70万元。 

衡阳佰

骏肾病

医院有

限公司 

485.76 

佰骏医疗

持股70%，

其他股东

持股30% 

二级专科医院，编制床位113张； 

主要科室设臵：肾内科、综合科、门

诊、血透室；重点医疗服务：慢性肾

病、血透 

2018年末，总资产1,621万元，净资

产364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475万元，净利润-525万元，2019

年5月31日，总资产1,855万元，净资

产376万元；2019年1-5月实现营业收

入765万元，净利润14万元 

双峰佰

骏和盛

医院有

限公司 

2,000 

佰骏医疗

持股70%，

其他股东

持股30% 

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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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桂阳泰康医院有限公司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结； 

    2、除筹建中的双峰佰骏和盛医院有限公司外，其余医院均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3、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年度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5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11,440,641.61 339,822,386.33 

所有者权益 -4,835,773.58 -10,999,768.19 

项目/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5月 

营业收入 189,886,588.30 106,054,404.40 

净利润 -59,950,710.41 -6,565,994.61 

佰骏医疗发展势头良好，整合效应逐步显现，营业收入增长

较快，预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约2.80亿元。因前期投资新建、

并购整合多家市县专科医院，且前期综合运营成本高，导致资金

需求大，但是佰骏医疗的注册资本较小，资本金较少，因其采取

单一的债务融资方式，故财务费用高，合并报表体现为亏损。 

4、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按照各方同意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对佰骏医疗的整体评估价值确定。具体转让股

权比例、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核心要素，将在公司完成对佰骏

医疗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后，由各方协商确定。 

四、《投资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2019 年 6 月 18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各方

共同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 

甲方：方盛制药；乙方：康莱健康；丙方：同系方盛医疗基

金；标的公司：佰骏医疗 

1、甲方拟通过受让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32.04%-81.04%股权

或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即完成此次权交易后，甲方（含通

过丙方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变更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2、本次收购最终交易价格按照甲、乙、丙三方同意聘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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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的整体评估后协

商确定。 

3、甲方为本次收购所支付的对价全部为现金，具体付款时

间和比例在各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中约定。 

4、本协议签订后 5 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诚意金

7,400万元，在股权收购正式协议签订后该诚意金将转变为股权

收购款；乙方需将其持有的不低于标的公司 50%的股权质押至甲

方；并与本协议的签署同步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的相关手续且应在

本协议签署后 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签订收购正式协议或退回

诚意金等款项后，股权质押方能解除。 

若最终各方未达成收购协议或甲方以其他方式取得标的公

司股权，则乙方需将该诚意金退还甲方。 

5、除非因政策原因及本协议约定，各方应在 2019 年 11 月

15日前签署其条款为各方满意的正式协议。 

6、除非各方协商同意修订或调整，正式协议的主要条款和

条件应与本协议一致。 

7、如果各方在 2019 年 11 月 15日之前无法签订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则本协议自动失去效力，但如遇各方认可的特殊情况可

对该期限予以适当延长，但最迟不得超过 2019年 12月 15日。 

8、若各方达成一致，甲方最终通过增资方式实现对标的公

司控股，则本协议在相关方签订增资协议后自动终止，乙方需在

完成标的公司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0 日内将诚意金全额退

还甲方。 

9、除第 8 条约定的情形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协议失去效

力或终止后 5日内，乙方应将收到的诚意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存款利率加计利息后一次性全额退还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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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17 年通过参与投资设立的同系方盛医疗基金战略

入股佰骏医疗，近年来其业务发展势头良好，规模与体量均得到

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其融资能力目前已明显受限于自身资本实

力。本次公司拟通过受让股权或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佰骏医疗的

控股权，且将尽快提升其资本实力，使其能够应对快速发展过程

中所遇到各类挑战，更好地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 

本次拟进行的交易符合公司以制药业务为主体、以大健康

（养老与健康消费）和医疗服务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要求，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实力。本次交易

若顺利实施，则公司合计持有（含通过同系方盛医疗基金间接持

有的部分）的佰骏医疗股份将达到控股地位，佰骏医疗将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但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 

六、后续工作安排 

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后，公司将着手对佰骏医疗进行

尽职调查，并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其进行审

计、评估。本次交易需另行签署正式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框架性协议，

各方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进一步协商谈判，并经各方有权机构

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再行签订正式协议。本次投资事项的具体

内容将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可能发生后续正式协议各方未达

成一致而无法签署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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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行业竞争的实质是医疗技术的竞争，是医学人才的

竞争，医院靠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占领市场，靠医学人才赢得市

场。佰骏医疗已经培养和积累了一批专业技术的优秀医学人才，

但人才流失风险仍然存在，同时，随着佰骏医疗业务规模的不断

扩大，如果不能通过自身培养和外部引进拥有专业技术的医学人

才，将会由于核心技术人员不足，影响既定发展战略的推进。另

一方面，从医疗行业的发展进程来看，尤其是新医改政策出台后，

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之间、民营医院与民营医院之间的竞争日趋

激烈，若佰骏医疗无法持续保持在品牌、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

可能会在不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3、因前期投资大、综合运营成本高，导致资金需求大，但

是佰骏医疗的注册资本较小，资本金较少，因其采取单一的债务

融资方式，故财务费用高，合并报表体现为亏损。虽然目前佰骏

医疗在湖南省内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若未来不能够继续

强化自身综合业务优势，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佰骏医疗将面临

医疗市场竞争加剧、自身竞争优势弱化引致的相关风险。 

4、若后续交易完成，佰骏医疗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的业务规模将随之扩大，但公司此前未曾涉足医疗服务行业，

若不能尽快完成整合，将对公司未来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造

成一定的影响。 

八、备查文件 

《投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