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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17-05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投资基金对外投资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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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

司”）于2017年6月6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的进展公告》，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同系方盛（长沙）医疗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已经完成

注册设立（详见公司2017-055号公告）。2017年7月6日，公司接

到投资基金通知，经投资基金投委会决定，进行第一笔对外投资，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7年7月4日，经投资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投资基金

与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莱健康”）共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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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增资，其中投资基金以人民币2,000万元对佰骏医疗进行现

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投资基金将持有佰骏医疗的18.9556%股份。

佰骏医疗、康莱健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构成公司关

联方，本次投资基金对外投资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佰骏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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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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下属子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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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辉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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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娄底泰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300MA4L5DH475 

住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文艺路门球馆侧辅助房 

法定代表人 唐志军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07月 11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预防保健科、急诊医学科、内科、外科、皮肤科、妇科、中医科、麻醉科、

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医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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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页，共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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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泰莱已获得娄底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核发的《医院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A4L5DH47543130215A，有效期至

2021年12月18日），是一所以治疗肾病为主的大专科小综合医院，

医院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设臵了急诊科、内科、外科、妇产

科、中医科、肾病学专业、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预防保健科、

血透析中心等临床医技科室。全院职工人数50人，其中专业技术

技术人员38人，设臵病床48张。医院二楼为血液净化中心，建筑

面积1,000平方米，引进了世界先进的铹尔水处理设备、贝朗血

液透析机与滤过机，设臵血透床位51张。 

3、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4、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年度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4,031,665.98 11,526,300.28 

所有者权益 8,524,020.50 6,106,353.06 

项目/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 1-4月 

营业收入 2,325,275.98 818,662.06 

净利润 -3,214,801.96 -2,417,667.4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审计，

并出具了天健湘审„2017‟916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 本次投资概述 

2016年12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了《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标准（试

行）》（国卫医发【2016】67号），明确鼓励社会资本兴办连锁

股东情况 
佰骏医疗（420万元，70%）、刘志奇（90万元，15%）、唐志军（60万元，10%）、

刘小敏（30 万元，5%） 

财务数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1,092.75 万元，净资产 433.98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万元，净利润-166.02 万元；截至 2017 年 4月 30日，

总资产为 944.24万元，净资产 286.23 万元；2017 年 1-4月，实现营业收入

37.97 万元，净利润-147.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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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中心。根据2012年公布《我国慢性肾病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显示，我国成人慢性肾病发病率高达10.80%，预计在未来十

年内，慢性肾脏病增长率将超过17%。目前我国透析登记的病人

约29万人，实际估计约33万人，其中血液透析约30万人。我国200

万的终末期肾病（ESRD）病人只有30万人进行血透，实际按年透

析费用7.5万元计算，目前我国血透市场规模约225亿。 

综上，肾病治疗的细分市场容量庞大且持续增长，国家现有

政策倾斜支持；本次投资规模小，风险可控，且具有一定社会效

益。因此，投资基金投委会决定参与佰骏医疗增资扩股。 

本次投资以佰骏医疗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经各方一致同

意，佰骏医疗本次投资前估值为7,500万元（溢价6,500万元，康

莱健康保证在本轮投资前佰骏医疗经审计的合并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如果低于1,000万，则康莱健康需要

以投资基金认可的资产补足），康莱健康对佰骏医疗以增资的形

式追加1,050.9804万元货币投资，投资基金实缴增资2,000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投资基金占佰骏医疗股权比例为

18.9556%，康莱健康占佰骏医疗股权比例为81.0444%。 

康莱健康承诺将以投资基金认可的资产补足上述合并归属

于佰骏医疗母公司净资产差额部分，具体完成时间与补足方式将

由双方另行协商确认。 

佰骏医疗完成增资后股东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认缴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140.1307 81.0444% 

同系方盛（长沙）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6.6667 18.9556% 

合计 1,406.7974 100.00% 

四、 投资基金对外投资对手方 

1、康莱健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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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莱健康是一家从事健康管理事业的公司，专注于国内血液

透析市场，致力于为肾病患者提供高品质、个性化、专业化的血

透诊疗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年度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0 0 

所有者权益 0 0 

项目/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 1-4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注：截至2017年4月30日，康莱健康注册资本尚未实缴，亦未展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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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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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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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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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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董事长。 

唐煊卫先生除控制康莱健康外，目前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是

长沙肾盾健康管理咨询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60万元，

持股60%，主要从事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医疗产

业项目的管理、运营）。 

除本次增资扩股外，康莱健康、唐煊卫先生与投资基金、同

系（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五、 《投资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投资基金；乙方：佰骏医疗；丙方：康莱健康；丁方：

唐煊卫。 

1、乙方、丙方、丁方同意甲方以现金2,000万增资于乙方，

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账户缴足前述增资款。 

2、乙方投前估值7,500万元，丙方对乙方以增资的形式追加

1,050.9804万元货币投资，甲方实缴增资2,000万元，投资后,

甲方占乙方股权比例为18.9556%，丙方占乙方股权比例为

81.0444%。 

3、各方约定，乙方应专注于以肾病专科业务为主的医院投

资运营，其日常经营由丙方、丁方负责，但乙方未来对医院的投

资需获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4、股东会为乙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本次增资后，甲丙双方

平等成为公司的股东，除本协议约定的甲、丙双方在乙方股东会

的表决权比例分别为49%和51%外，股东依照《公司法》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其出资比例享有

权利、承担义务。 

5、本次增资后乙方的董事会成员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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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选派1名董事，甲方选派的董事担

任乙方的董事长，丙方选派2名董事，且丁方担任乙方的总经理

和法定代表人，其他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由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聘用。本次增资后，乙方监事会成员由公司股东推

举，由股东会选聘和解聘，乙方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甲

方推举1名，乙方推举2名。 

6、甲方保证赋予乙方经营自主权，不对乙方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进行干预，甲方派驻乙方的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应视为

对乙方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7、本协议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

规未作规定的，各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本协议的附件和补

充协议均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

律效力。 

8、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9、为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各方应可另行

签订符合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文本格式要求的增资协议，但是另行

签订的协议内容应与本协议保持一致，两者不一致的，以本协议

为准。 

六、 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本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投资基金对外投资项目，

属于投资基金正常投资经营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化，对本公司不会构成直接影响，未来投资基金产生的投

资收益可以为本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七、 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波动、投资标的

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后续交易方案、并购整合实施进度等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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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

理，可能面临投资失败的风险。 

佰骏医疗未来可能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存在因时间因素

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

益的风险。投资基金将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关注佰骏医疗的经营情

况，并对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进行规范及培育，将来根据佰骏医

疗的发展情况及资本市场的情况制定合适的整合方案，降低投资

风险。 

后续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

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