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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曾用名“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投行”、“保荐机构”）作为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星医疗”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三星医疗本次拟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53 号文核准，2016 年 5 月公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0,102,714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63 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91.8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4,713,487.58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2,965,286,504.24 元，已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全部到位，并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5268 号”验资报

告验证。 

三星医疗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了《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三星医疗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鄞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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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1 智能环保配电设备扩能及智能化升级项目 70,000.00 

2 宁波 300 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 136,528.65 

3 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 90,000.00 

合计 296,528.65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鉴于“宁波 300 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

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实施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波 300 家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南

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抚州明州医院）建设项目”变更为“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

目”，项目总投资 224,829.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24,151.88 万元，项目建

设期为 36 个月。 

前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三星医疗、子公司宁波奥克斯电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

司、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已投资金额 

1 智能环保配电设备扩能及

智能化升级项目 
70,000.00 51,316.79 

2 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224,151.88 59,442.87 

合计 294,151.88 110,759.66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为更好的落实公司医疗发展战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确保募集资金

尽早取得投资效益，经公司研究决定，公司拟变更“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部

分募集资金 94,000.00 万元用于收购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明州康复”）100%股权、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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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康复”）100%股权、南昌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明州康

复”）100%股权，收购主体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复投资”)。 

为确保本次收购的顺利实施，“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实施主体宁波奥克

斯电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拟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康复投资提供无息借款的方式

用于本次收购，募集资金 94,000.00 万元将从“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募集资

金账户划转至“康复投资”募集专户。上述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

5 年，借款利率为无息，到期后可续借或提前偿还。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实施本次

收购，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次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完成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力物

联网产业园”总投资不变，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调整为 130,051.88 万元，不足

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按照原项目施工计划继续实施建设。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医院股权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募

集资金实际已投资金额 

1 智能环保配电设备扩能及

智能化升级项目 
70,000.00 51,316.79 

2 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130,151.88 59,442.87 

3 收购医院股权 94,000.00 - 

合计 294,151.88 110,759.66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原因 

（一）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拟变更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原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募集

资金实际已投资金额 

1 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 224,151.88 59,4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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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募投项目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59,442.87 万元，占计划投资金额 26.52%，该项目已形成的资产主要为项目用地

及厂房。项目建设周期 36 个月，预计该项目正常投产并产生效益时间为 2023

年。 

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计 94,000.00 万元用于本次收

购。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尽早获得募集资金投资效益 

鉴于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产生效益较慢，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尽快使用募集资金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公司拟将募投项目部分资金

用途用于经济效益更为确定的医院股权收购。 

2、符合公司医疗发展战略，提升公司医疗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 

公司医疗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良好的民营医院管理、运行机制。公司

此次选择并购 3 家康复医院，将充分利用和发挥公司在康复专科医院复制推广的

成功运营经验，实现国内多点发展，为公司进一步在全国推广民营连锁医院做好

铺垫，实现公司医疗业务集团化经营。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医疗板块的业务规模得到较大提升，有利于形成规模

化效应，推动医疗产业快速发展，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

争优势，进一步增强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力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94,000.00 万元用于收购能为公司较快创造经济效益的医院股

权。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本次收购概述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收购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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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用本次变更的

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人民币 48,000.00 万元受让宁波开云华富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富”）、宁波众诺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诺投资”）、宁波众贤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贤投资”）合计持有的杭州明州脑康康复

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明州康复”）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康复投资将持有杭州明州脑康 100%股权。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人民币 32,000.00 万元受让宁波开云华京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京”）、宁波众京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京投资”）合计持有的南京明州康复医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明州康复”）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康复投资持有南京明州康复 100%股权。 

公司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人民币 14,000.00 万元受让宁波开云华嘉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云华嘉”）、宁波众耀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耀投资”）合计持有的南昌明州康复医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明州康复”）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康复投资持有南昌明州康复 100%股权。 

本次收购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收购标的医院情况介绍 

1、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公司名称：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29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永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利华路 1187 号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停车服务；经销：日用百货、食品、药品、鲜花、

国家政策允许上市的食用农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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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firm/372d5d652278a1c58bbf69ff630f2c6b.html
https://www.qcc.com/firm/372d5d652278a1c58bbf69ff630f2c6b.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bcb673a3ddbcaa683801983d4bf8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bcb673a3ddbcaa683801983d4bf8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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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杭州明州康复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宁波开云华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00 68 

2 宁波众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00 17 

3 宁波众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15 

合计 10,000 100 

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斯开云”）

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 1 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重大影响，故

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开云华富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同为公司关联

方。众诺投资、众贤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

配偶的兄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众诺投资、众贤

投资为公司关联方。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79,926,368.36 

净资产 122,278,271.08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95,940,823.94 

净利润 36,033,269.97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涉及的杭州明州脑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0521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

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杭州明州康复的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12,227.83 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100.00 万元。 

产权状况：杭州明州康复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杭州明州康复股权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https://www.qcc.com/firm/372d5d652278a1c58bbf69ff630f2c6b.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bcb673a3ddbcaa683801983d4bf8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bcb673a3ddbcaa683801983d4bf8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bcb673a3ddbcaa683801983d4bf8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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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公司名称：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6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秦恩军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新村 102 号 

经营范围：康复、体检、养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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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南京明州康复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宁波开云华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20 70 

2 宁波众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80 30 

合计 8,600 100 

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奥克斯开云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 1 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

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开云华京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同

为公司关联方；众京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

配偶的兄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众京投资为公司

关联方。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9,085,916.85 

净资产 82,182,123.62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28,568,316.95 

净利润 20,736,272.28 

https://www.qcc.com/pl/p658e1d82689e694ecc335bcf2313d0f.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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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涉及的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

信评报字[2021]沪第 058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收益

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南京明州康复的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218.21 万元，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2,100.00 万元。  

产权状况：南京明州康复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南京明州康复股权不涉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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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昌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公司名称：南昌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6 月 22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永静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一路 181 号 

经营范围：康复医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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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南昌明州康复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宁波开云华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 70 

2 宁波众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30 

合计 6,000 100 

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奥克斯开云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 1 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

重大影响，故奥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开云华嘉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同

为公司关联方；众耀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

配偶的兄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众耀投资为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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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5,083,134.09 

净资产 41,750,974.34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3,310,220.24 

净利润 6,989,961.26 

上述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拟股

权收购涉及的南昌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

报字[2021]沪第0560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南昌明州康复的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175.10万元，

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4,000.00万元。 

产权状况：南昌明州康复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南昌明州康复股权不涉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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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来经济效益情况 

1、未来盈利承诺 

三家标的医院股东对各自标的医院 2021 年度-2023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业绩承诺与补偿中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医院 
2021 年-2023 年 

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 
承诺主体 

1 杭州明州康复 10,418.00 开云华富、众诺投资、众贤投资 

2 南京明州康复 6,945.00 开云华京、众京投资 

3 南昌明州康复 3,473.00 开云华嘉、众耀投资 

https://www.qcc.com/firm/372d5d652278a1c58bbf69ff630f2c6b.html
https://www.qcc.com/firm/c8bcb673a3ddbcaa683801983d4bf8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9d4d64366e429a6f1f92fefeef94a4f8.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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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诺未实现的业绩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如标的医院 2021 年度-2023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少于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收购对价。 

上述业绩补偿应在标的医院2023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方式汇入收购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本次收购的前景分析和风险提示 

1、医疗产业前景向好，国家政策鼓励社会办医 

（1）医疗产业未来空间大，需求增长迅速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医疗行业持续稳步增长，大健

康产业市场发展空间广阔。据国家统计局《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截止 2019 年 10 月，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01 万个，其中医院 3.4

万个，在医院中有公立医院 1.2 万个，民营医院 2.2 万个，公立医院减少 169

个，民营医院增加 1,720 个。全年总诊疗人次 70.2 亿人次，同比提高 2.8%。医

院 30.9 亿人次，同比提升 5.6%，其中公立医院 26.2 亿人次，同比提高 5.0%；

民营医院 4.7 亿人次，同比提高 9.0%。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已经成为一个近 4 万亿的市场，近年来保持了超过 20%

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未来五年规模还将翻一番，届时将接近中国 GDP 的 10%。

庞大的医疗服务需求，必将大大刺激着医疗服务市场快速发展，医疗服务产业市

场容量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2）国家政策鼓励社会办医，民营资本迎来机会 

为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解决医疗资源不足现状，近年来，

国家、省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开放医疗服务市场，优先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医疗服务

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办医，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新医改明

确指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放宽准入范围、改善执业环境，在区

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中为非公立医疗机构留出足够空间。 

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并鼓励社会办医。2019 年 6 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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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从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简化审批服务等 6 个方面入手，提出了拓展社会办

医空间、扩大用地供给、提高准入审批效率、规范审核评价等 22 项促进社会办

医的政策。随着医疗服务行业改革深入，分级诊疗模式也在加速形成并逐步完善，

患者正逐渐向基层医疗机构和民营医院流动。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进行分工

合作已成必然趋势。  

2、康复医疗迎来机遇期，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康复产业 

（1）康复医疗市场即将进入千亿规模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致残率上升、残疾人数增加、百姓健康消费、需

求升级及国家政策红利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下，康复医疗服务需求群体不断扩大。

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及毕马威数据，2018 年中国康复医疗市场总消费

约为 583 亿人民币， 2011-2018 年复合增长率为 26.9%。以 2014-2018 年的年复

合增长率（20.9%）推算，康复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将在 2021 年达到 1,032 亿元，

2025 年将翻番，达 2,207 亿元。 

 (2)康复资源配备较匮乏，床位缺口巨大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康复专科医院数量637

家，仅占专科医院总量的8.1%；康复出院人数396万人，仅占医疗卫生机构总出

院人数的1.6%，康复资源配备较匮乏。 

截至2018年底，中国康复总床位25万张，仅占床位总量的2.9%；每千人口康

复床位仅0.18张，假定以《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中的

人均康复床位目标（每千人0.5张）估算2030年全国康复床位总目标，那么康复

床位缺口将达45万张。 

（3）康复政策支持力度显著增强，部分康复项目纳入医保 

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政府公共卫生经费的持续投入，给民众带来更大的

获得感。国家出台分级诊疗、医疗保险等政策扶持康复医疗事业，促进社会办医，

保障民众康复需求得到满足，支持康复医疗事业快速发展。 

2011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开展建立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通知》，

鼓励建立三级康复医疗分级诊疗体系（急性期：综合性医院；康复期：康复医院；

长期随访期：社区医院）。2015 年 3 月国务院下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

划纲要（2015-2020 年）》，鼓励社会办医院提供康复、老年护理等紧缺服务，

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2017 年 5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



 12 

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支持社会力量深入专科医疗等细分服务领域，鼓励在

康复、护理、体检等领域，加快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服务机构。2017 年

10 月卫计委下发《康复医疗中心基本标准（试行）》《护理中心基本标准（试

行）》，鼓励康复医疗中心集团化、连锁化经营。 

医保方面，原卫生部/卫健委、人社部联合多部门于 2010 年和 2016 年分别

颁布《关于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和《关于新增部

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的通知》，先后将 1 个评定项目和 8

个治疗项目、8 个评定项目和 12 个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3、风险提示 

（1）经营风险。标的医院的经营受宏观经济环境、医疗行业状况、核心医

生团队的稳定性、竞争对手的压力、内部管理等多种客观和主管因素的影响，产

生一定经营的风险。 

（2）政策风险。由于标的医院属于医疗行业，医疗行业对医保政策、政府

监管等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标的医院不可避免地面临上述政策变化的风险。 

（3）商誉减值风险。因公司收购标的项目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在未来经营中，不排除公司经营未

达收益预期，从而需要计提减值损失影响当期损益的情形。 

（4）并购整合风险。通过并购整合，公司医疗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得到了

进一步提高。但是并购使得公司管理半径加大，需要公司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

建立更加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若公司对并购标的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将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在标的医院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其他不可

预测风险，公司将会以谨慎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六、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程序履行情况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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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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