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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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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简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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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以募集资金 32,000 万元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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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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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0%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 12个月与关联人开云华京、众京投资未发生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下属子公司康复投资持有南京明州康复

100%股权； 

●业绩补偿与承诺：开云华京、众京投资承诺，南京明州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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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6,945万元。（以下业绩

补偿所涉及“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如南京明州康复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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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本次交易需使用募集资金，故本次交易应以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

金用途用于收购医院股权事项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为前提。股东大会能否审议通过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医疗”）下属

子公司康复投资拟以募集资金 32,000 万元收购开云华京、众京投资分别持有的

南京明州康复 70%、3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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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云华京系奥克斯开云设立的子基金，故开云华京为公司关联方。

同时众京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坚江先生配偶

的兄弟，故众京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与开云华京、众京投资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宁波开云华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15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号 2333室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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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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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开云华京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2,054,779.62 

净资产 62,054,677.29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232,593.63 

2、宁波众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28日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资本：2,580万人民币 

(4）执行事务合伙人：何锡万 

(5）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号 2369室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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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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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众京投资

为公司关联方。 

(8）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6,477,089.90 

净资产 25,804,169.21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169.2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南京明州康复 100%股权，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20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8,6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秦恩军 

(6）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新村 102 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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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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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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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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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pl/p658e1d82689e694ecc335bcf2313d0f.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02369ac11aaaf24b85cb0e8753168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4386a085234dbc27eae1c2bea2428a.html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10）资产评估情况：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

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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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00万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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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不涉及重大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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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南京明州康复将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内。截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之日，不存在公司为南京明

州康复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 

1、交易标的的定价 

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0589号）所确定的南京明州康复全部权益价值的市场价

值评估值为32,100万元为准，确定总交易价格为32,000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名称 

出让方：宁波开云华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众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开云华京、众京投资共同持有的南京明州康复 100%股权 

3、转让价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奥克斯康复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0589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南京明州康复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32,100 万元，经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南京明州康复 100%股权总对价 32,000万元，开云华京、众京

投资所持南京明州康复 70%、30%股权对应交易价格分别为 22,400 万元、9,600

万元。 

4、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 15 个工作日内，奥克斯康复向开云

华京、众京投资支付 30%交易款，即分别支付 6,720 万元、2,880 万元，合计支

付人民币 9,600 万元；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奥克斯康复向开

云华京、众京投资支付 40%交易款，即分别支付 8,960 万元、3,840 万元，合计

支付人民币 12,800 万元；剩余 30%股权转让款，在标的医院 2023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奥克斯康复向开云华京、众京投资分别支付 6,720 万

元、2,880 万元，合计支付人民币 9,600万元。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南京明州康复股权，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完

善公司的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

竞争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

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本次交易需使用募集资金，故本次

交易应以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医院股权事项同步通过股东

大会审议为前提。股东大会能否审议通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本次交易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在康复医院的经营

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运营管理、医疗技术、行业竞争、市场环境、国家政策

等不可预测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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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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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联董事郑坚江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收购有助于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有

利于加快医疗产业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最

大化。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确定，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执业资质，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收购。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就本次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充分考虑上市公

司未来发展需求，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在医疗产业的业务布局，有利于上市公

司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增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标的均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

并出具书面报告，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在充分了解本次交易事项的基础上，我们建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事项。 

七、关联方补偿承诺函 



1、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中的南京明州康复股东全部权益采取收益法评估并作

为定价参考依据。本次交易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标的公司为开云华京、众

京投资，具体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如下： 

开云华京、众京投资承诺，南京明州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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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6,945 万元。（以下业绩补偿所涉及“净

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如南京明州康复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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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备文件 

1、三星医疗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三星医疗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6、南京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7、资产评估报告 

8、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