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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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9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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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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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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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骏医疗、唐煊卫先生共同签署了《投资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康莱健

康持有的佰骏医疗26.6545%的股权，并对佰骏医疗进行现金增资；上述股权受让

及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佰骏医疗33.9229%的股权，并通过同系方盛

医疗基金间接持有佰骏医疗17.0771%的股权，合计持有佰骏医疗51%的股权，佰

骏医疗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

律障碍，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负，提醒投

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定价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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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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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市场竞争加剧，可能使佰骏医疗难以

快速扭亏为盈，届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其他风险详见本公

告“九、重大风险提示”，以上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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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1、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与康莱健康、同系方盛医疗基金、

佰骏医疗共同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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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019-049号公告）。经各方商议，拟由公司受让佰骏医疗部分股

权并对其进行增资扩股以控股佰骏医疗。 

2、交易审议情况 

    2019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一

次临时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受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增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佰骏医疗在

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50%以上，故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3、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与康莱健康、同系方盛医疗基金、佰骏医疗、唐煊卫

先生共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投资协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康莱健康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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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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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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期共同投资佰骏医疗、与公司共同对佰骏医疗相关

债务提供担保及本次拟转让佰骏医疗部分股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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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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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4,003,543.67 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 9,998,294.67 元；2019 年 1-7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

润-1,705.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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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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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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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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标准化的血透中心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标准

化复制，实现血透中心数量上的规模化，同时借助标准化的经营

管理模式、统一的服务理念、先进的信息技术及智能化的管理信

息系统，对连锁的肾病医院进行规范、统一管理，达到降低运营

成本、提高企业整体运作效率，实现连锁经营规模经济；通过整

合血透医疗器械和血透医疗耗材资源、建立人才培训基地等途

径，将佰骏医疗打造成为全产业链的肾病医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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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透析设

备近400台，员工2,000余人，服务透析患者逾1,500人，现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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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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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出资 1,490.0633万元人民币，占比 81.0444%）；同系方盛医

疗基金（认缴出资 348.5129 万元人民币，占比 18.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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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床位1,400多张（已有床位数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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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业务情况 
财务情况（单位：万元，除特别说明

外，以下数据均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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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室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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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7.68万

元；净资产705.33万元；2018年实现

营业收入 3,437.30万元，净利润

-29.72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4,012.06万元，净资产1,104.85万

元； 2019年 1-7月累计营业收入

3,465.71万元，净利润399.5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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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室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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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53万

元，净资产3,650.17万元：2018年实

现营业收入2,722.09万元，净利润

414.68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4,771.76万元，净资产4,089.33万

元； 2019年 1-7月实现营业收入

3,415.45万元，净利润439.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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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张； 

主要科室设置：内科、外科、血透科、

骨科、中医理疗科、门诊科 

2018年末，总资产1,662.05万

元,净资产1,194.14万元；2018年实

现营业收入2,122.30万元，净利润

-169.44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827.66万元，净资产1,347.28万

元； 2019年 1-7月实现营业收入

1,606.92万元，净利润153.14万元。 

衡东佰

骏博爱

医院有

限公司 

800 

佰骏医疗

持股 60%，

其他股东

持股 40% 

二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210 张； 

主要科室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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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68 万

元，净资产 405.12 万元；2018 年实

现营业收 1,373.24 万元，净利润

-394.88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总资产

1,546.50万元，净资产 284.92 万元；

2019 年 1-7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455.40 万元，净利润-120.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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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室设置：血透净化科、内科、

康复医学科 

2018年末，总资产1,010.33万

元，净资产557.93万元；2018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932.07 万 元 ， 净 利 润

-155.43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006.91万元，净资产569.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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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7月实现营业收入677.08万

元，净利润11.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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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专科医院，编制床位 36 张； 

主要科室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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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85万

元，净资产153.38万元，2018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821.08 万 元 ， 净 利 润

-354.32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244.49万元，净资产148.59万元：

2019年1-7月实现营业收入724.70万

元，净利润-4.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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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肾病专科医院，编制床位80张； 

主要科室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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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70 万元，

净资产 527.61 万元；2018 年实现营

业收入 0元，净利润-272.39 万元。 

2019年 7月 31日，总资产 671.34

万元，净资产 567.99 万元；2019 年

1-7月实现营业收入 9.38 万元，净利

润-2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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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室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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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92万

元，净资产1,271.20万元；2018年实

现营业收入 436.53万元，净利润

-28.80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2,262.10万元，净资产 1,305.58万

元； 2019年 1-7月实现营业收入

1,615.61万元，净利润34.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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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室设置：血透室、肾内科、综

合内科、门诊中医、门诊外科 

2018年末 ,总资产 1,417.09万

元，净资产526.08万元，2018年收入

1,402.24万元，净利润-384.62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712.41万元，净资产432.27万元：

2019年1-7月实现营业收入949.48万

元，净利润-93.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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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室设置：血透室、肾内科、综

合内科、中医科、康复科、外科 

2018年末，总资产1,660.23万

元，净资产361.46万元；2018年实现

营业收入 1,475.43万元，净利润

-527.44万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853.81万元，净资产342.51万元，

2019年1-7月实现营业收入1,041.14

万元，净利润-18.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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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泰康医院有限公司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结，故本次尚未纳入佰骏

医疗合并报表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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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年度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7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7,453,504.97 284,020,704.32  

所有者权益 -3,596,800.24 -15,649,087.53  

项目/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7月 

营业收入 98,992,923.50 116,375,946.11  

净利润 -57,846,913.51 -12,454,287.29  

注：上述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湖

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2-566号）。 

4、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佰骏医疗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开元评报字[2019]536号）。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7月31日，经采用市场法评估，截

至评估基准日，佰骏医疗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1,524.00万元，

较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减变动额为14,749.08万元，较合并

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账面值评估增减变动额为

16,511.23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佰骏医疗的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值为7,353.00万元，较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减变动额为

10,578.08万元，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

账面值评估增减变动额为12,340.23万元。本次评估选取市场法

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佰骏医疗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为11,524.00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壹

亿壹仟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5、交易的定价情况 

1）具体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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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结果，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前佰骏医疗 100%

股权（按已实缴注册资本 13,485,129元）的估值为人民币 11,699

万元。 

2）定价的具体依据 

本次在交易定价方面主要综合参考了医疗服务行业的P/S

（估值/主营业务收入）、标的公司（医院）自身特点及优势、

标的公司（医院）具备的发展基础及已经开始的战略布局等因素，

交易双方在平等互利、公平公正原则下，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3）近年来同行业可比交易的定价情况（单位：万元） 

公告 

日期 

上市公司名

称及代码 
标的资产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

股权

比例 

估值 
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 

P/S（估值/

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 

20181211 
长峰医院

870890 

鄂州中医血管

瘤专科医院有

限公司 

收购股权 100% 6,000.00 121.03 49.57 

20190212 
金陵药业

000919 

南京梅山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增资 65% 56,000.00 3,016.50 10.00 

20190417 
爱尔眼科 

300051 

湘潭市仁和医

院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 70% 17，640.00 8，438.00 2.99 

20190611 
普洱爱尔眼科

医院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 70% 2,022.98 1，716.46 1.68 

20190907 
浙数文化

600633 

浙江智慧网络

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 

收购股权 100% 5,720.00 1,201.77 4.76 

20190927 
麦迪科技

603990 

海口玛丽医院

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 51% 7,620.00 3,016.55 2.53 

20191111 方盛制药 佰骏医疗 
收购股权

暨增资 
51% 11,699.00 9,899.29 1.18 

6、交易路径 

1）本次交易前，佰骏医疗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元） 

同系方盛医疗基金 3,485,129 18.9556% 3,485,129 

康莱健康 14,900,633 81.0444% 10,000,000 

合计 18,385,762 100.0000% 13,48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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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股份 

康莱健康将其在佰骏医疗中未实缴出资的 490.0633 万元注

册资本以 0元转让给公司，公司履行实缴出资义务。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佰骏医疗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元） 

同系方盛医疗基金 3,485,129 18.9556% 3,485,129 

康莱健康 10,000,000 54.3899% 10,000,000 

方盛制药 4,900,633 26.6545% 4,900,633 

合计 18,385,762 100.0000% 18,385,762 

3）增资扩股 

股权转让完成后，方盛制药通过增资的方式实现对佰骏医疗

的控股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202.2401 万元，增资完成后，佰

骏医疗注册资本变更为 2,040.8163 万元。方盛制药及同系方盛

医疗基金合计持有佰骏医疗 51%的股权，康莱健康持有佰骏医疗

49%的股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元） 

同系方盛医疗基金 3,485,129 17.0772% 3,485,129 

康莱健康 10,000,000 49% 10,000,000 

方盛制药 6,923,034 33.9228% 6,923,034 

合计 20,408,163 100.0000% 20,408,163 

4）经各方协商，本次交易公司合计现金出资 6,006.1224 万

元，最终将直接持有佰骏医疗 33.9228%股权，其中 692.3034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5,313.819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由全体股东

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相关约定 

1、后续融资支持 

佰骏医疗发展势头良好，整合效应已逐步显现，营业收入增

长较快，但因前期投资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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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同系方盛医疗基金共同为佰骏医疗提供了 16,000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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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资助（其中，公司向佰骏医疗提供委托贷款 15,000 万元，

同系方盛医疗基金向佰骏医疗提供了 1,000万元借款）。 

在完成本次控股佰骏医疗后，公司将继续对佰骏医疗融资需

求提供便利，并承诺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持续为佰骏医疗

提供总额不低于 1.87 亿元（含公司与同系方盛医疗基金已为佰

骏医疗提供的 16,000 万元资金资助）的融资支持，提供融资支

持的方式包括：公司或指定的第三方直接向佰骏医疗提供贷款

（含委托贷款）/为佰骏医疗的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在为佰骏医疗提供融资支持时，如公司直接向佰骏医疗

提供融资的，康莱健康应就佰骏医疗该笔融资向公司提供担保，

如公司以提供担保的方式为佰骏医疗提供融资支持的，康莱健康

应就佰骏医疗该笔融资向方盛制药提供反担保，康莱健康应在该

笔融资到位后 10 天内办理完担保或者反担保手续，担保或反担

保的方式为康莱健康将其持有的佰骏医疗股权质押给公司，担保

金额为佰骏医疗该笔融资金额的 49%，质押的股权数量=佰骏医

疗该笔融资的金额÷1.87亿元×20,408,163×49%，担保或反担

保期限与佰骏医疗该笔融资的期限相同。 

2、业绩承诺 

康莱健康承诺，佰骏医疗 2023 年度的净利润（经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4,000万元。 

各方确认，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应剔除佰骏医疗根据本章节第

1 条所述的提供的融资支持在 2023 年所发生的利息或融资相关

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但是，超过约定的 1.87 亿元额度的融资

部分的利息或融资相关费用不应剔除；且应剔除佰骏医疗 2023

年总部成本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包括二级子企业分摊佰骏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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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成本费用可能对净利润的影响）。佰骏医疗总部成本费用专

项预算报告在 2023 年 3月 31之前报经方盛制药认可，或者佰骏

医疗在 2023 年度预算中列明总部成本费用预算并经股东会通

过。 

3、业绩补偿 

如果佰骏医疗 2023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

际净利润”，按照本章节第 2 条所述的口径计算）低于 4,000 万

元，则康莱健康按如下约定对方盛制药进行补偿： 

1）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 4,000 万元，但是达到 1,000 万元

或以上，则康莱健康应以现金补偿方盛制药： 

补偿金额=6,500万元*（1-实际净利润/4,000万元） 

2）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 1,000 万元，则康莱健康应以现金

补偿方盛制药，补偿金额为 6,500万元。 

4、业绩奖励 

各方一致同意，如果实际净利润超过 4,000万元，则将超过

部分的一定比例奖励给康莱健康的经理层。具体奖励方式及比例

将在届时提出方案并报批后实施。 

5、退出机制 

1）股权转让限制 

未经各方一致同意，在 2024 年之前，所有股东均不得擅自

对外转让、质押其持有的佰骏医疗股权。若业绩承诺未实现，则

在康莱健康按照约定向方盛制药完成补偿前，未经方盛制药书面

同意，康莱健康不得擅自转让、质押其持有的佰骏医疗股权。在

康莱健康实现约定的业绩承诺及完成补偿之前，未经方盛制药书

面同意，唐煊卫先生不转让、质押所持康莱健康的股权，保持对

康莱健康的绝对控股并担任康莱健康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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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入第三方 

在完成本次控股佰骏医疗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同时

满足各方约定的条件（对佰骏医疗的估值、对佰骏医疗的融资支

持等要素）下，康莱健康可以决定引入第三方对佰骏医疗投资，

由该第三方受让方盛制药、同系方盛医疗基金所持佰骏医疗股权

并可向佰骏医疗增资，方盛制药、同系方盛医疗基金（包括可能

通过任何方式取得方盛制药、同系方盛医疗基金所持佰骏医疗股

权的他人）应同意该股权转让和增资。如果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

况下，方盛制药或同系方盛医疗基金不同意引入第三方对佰骏医

疗投资，则方盛制药、同系方盛医疗基金合计持有的佰骏医疗的

表决权比例即变更为 49%，康莱健康持有的佰骏医疗表决权比例

即变更为 51%。如各方按照约定引入了第三方，则关于公司治理、

业绩承诺和转让限制的约定终止。 

3）报价退出 

在未能按约定引进第三方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满 3年

且佰骏医疗 2023 年度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或佰骏医

疗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 1

亿元，康莱健康有权提起报价退出，即报价较高的一方必须按照

其报价一次性受让报价较低的一方所持的全部佰骏医疗股权，报

价较低的一方必须将其所持的全部佰骏医疗股权按照对方的报

价一次性转让给报价较高的一方；具体程序和规则以各方约定的

原则进行，但各方应配合方盛制药作为上市公司先履行相应的程

序，且应遵守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 

6、关联交易 

各方原则同意佰骏医疗后续从康莱健康的关联方（包括但不

限于泰莱设备、通能设备）采购医疗设备和耗材，具体需按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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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制药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有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执行，且关

联交易价格不能有损害佰骏医疗及方盛制药利益的情形。 

五、《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方盛制药；乙方：同系方盛医疗基金；丙方：康莱健

康；丁方：佰骏医疗；戊方：唐煊卫 

1、本次转让 

1）丙方将其对丁方认缴的尚未实缴的 4,900,633元股权（占

本次增资前的股权比例为 26.6545%）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

让该股权，乙方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2）鉴于本次转让的股权的出资尚未实缴，因此，本次转让

价格为 0元。 

2、本次增资 

1）在本次转让同时，丁方增加注册资本 2,022,401 元，全

部由甲方以现金认购，甲方以受让和增资方式合计认购丁方

6,923,034元注册资本。乙方、丙方同意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 

2）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9]53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丁方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的

净资产评估值为 11,524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丁方本次交易

前的估值为 11,699 万元。 

因此，甲方认购丁方 6,923,034 元注册资本总投资款为

60,061,224 元，其中 6,923,034 元计入丁方注册资本，

53,138,190 元计入丁方资本公积，由全体股东按照本次交易后

的股权比例共享。 

3、本次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后，丁方的注册资本为 20,408,163 元，股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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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923,034 33.9229% 

2  
同系方盛（长沙）医疗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485,129 17.0771% 

3  长沙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49.0000% 

合计 20,408,163 100.0000% 

    4、诚意金退还 

丁方应在本次交易工商登记备案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偿还

丙方借款，丙方在收到丁方还款后 2个工作日内将其根据《投资

意向协议》收到的诚意金全额退还给甲方。如果因为丁方未能及

时偿还丙方借款，则丙方退还诚意金的期限相应顺延。丙方收到

丁方的 7,400 万还款后，应在 10 天内解除丁方以下属医院股权

为该笔借款提供的质押担保。甲方收到丙方退还的全部诚意金

后，应 10天内配合解除丙方出质给甲方的全部丁方股权质押。 

    5、过渡期损益及管理 

丁方在评估基准日前的损益，以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

期间的损益，均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照股权比例享有

和承担。 

原股东及丁方保证，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将

按照以往一贯的方式对丁方进行经营管理，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

规章制度，妥善保管公司的资金、资产、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及时延续相关的资质证照，妥善履行相关合同和协议，维护业务

和人员稳定，积极维护公司利益。 

    6、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后，丁方设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

委派 2名董事，乙方委派 1名董事，丙方委派 2名董事。丁方董

事会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 1人，董事长由甲方从其委派的董事

中指定，副董事长由丙方从其委派的董事中指定。在董事长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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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务或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董事长职务。 

本次交易后，丁方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甲方、丙方各

委派 1名，另 1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丁方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丁方监事会设主席 1人，监事会主席由丙方委派

的监事担任。 

    在本次交易后至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的一年

内（2024年之前），丁方的总经理由丙方委派的人员担任。丁方

的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在本次交易后至业绩承诺

期间届满后的一年内（2024年之前），除丙方委派的总经理和甲

方委派的财务负责人外，公司聘请或解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

丙方提名，经丁方董事会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净利润承诺、业绩补偿、业绩奖励、甲方的融资支持义

务、股权转让限制、引入第三方相关内容见本公告“四、本次交

易完成后的相关约定”中所述。 

8、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和/或加盖各方

公章后成立，在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履行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

易后生效。 

9、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首先应

友好协商解决。若在 30 日内未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行业发展情况 

肾衰竭通常由 I 型和 II 型糖尿病、高血压、多囊肾病、肾

脏长期自身免疫性攻击和长期尿路梗阻等原因引起的。当肾功能

疾病发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的晚期肾损害阶段，由于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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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丧失通常是不可逆转的，除了肾脏移植之外，需要持续的透析

治疗来维持生命，佰骏医疗正是以血液透析治疗为核心业务的民

营肾病连锁医院。现将其行业发展情况介绍如下： 

1、民营医院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监管部门对社会资本办医持续给予的大力支

持，民营医疗行业快速发展，近年来普遍增速在 10%以上。据统

计，民营医院的数量在 2014年正式超过公立医院；截至 2018年

9月底，全国民营医院约2万个，是公立医院的1.65倍。2013-2017

年，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3.48%。 

随着民营医院办医质量的提高，预计公众对民营医院认知度

将逐步好转；另一方面，民营医院因为具有经营灵活、资本自由

等优势，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将逐渐进入高端、特需服

务市场，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以美国为例，公

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公立医院主要为低收入

人群提供保障性医疗服务;私立医院主要定位于有医疗保险的普

通人群，满足大部分美国人民的医疗需求，并提供主要的高端、

特需医疗服务。因此，民营医院在我国发展空间大。 

2、肾病医疗领域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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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血液透析中心。根据我国 CNRDS 公布的数据，我国大陆地区

2017 年底的血液透析患者总数达 52 万人，按病人年透析费用 6

万元计算，目前我国血透市场规模超过 300亿元。每年患者增长

率高达 11-14%，预计 2020年我国大陆地区血液透析患者总数将

突破 70万人。与我们相邻的日本，人口数约为中国人口的 1/10，

但透析总人数却已高达约 40 万人且透析患者平均年龄为 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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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日本最长患者透析年龄已超过 50 年，同时也是全球最长的

透析年龄。截至 2016年，日本≥5年的生存率高达 60.8%，比欧

美高约 15%，比中国高约 30%。因此，我国终末期肾病（ESRD）

病人中尚未进行血透的病人总数高，且该领域的技术与服务更新

的需求大；按肾病的理论发病率计算，我国中末期病人数量超过

200万，血透市场理论规模逾千亿，这也为行业成长提供了广阔

空间。 

3、湖南市场情况 

目前，佰骏医疗在湖南省内投资并正式运营的连锁医院已有

10家。通过调研数据显示，湖南省是 ESRD高发省份，截至 2018

年末，全省医院肾内科住院约为 19.16 万人次/年，肾内科市场

规模约为 14.09亿元；全省开展透析血液透析治疗的医院总计约

357 家，其中民营医院 88 家。全省 ESRD 透析患者数量已达约

4.63 万人，血透机总装机量约 8,700 台，血液透析市场规模达

21.60亿元；据《中国慢性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人

慢性肾脏发病率高达 10.8%，以目前湖南人口总数及 ESRD 患者

确诊数年均增长率（10%左右）进行测算，未来肾病医疗市场增

量潜力较大。 

    4、佰骏医疗竞争优势 

    根据佰骏医疗对湖南省内市场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佰骏医

疗医院数约占湖南省肾病医疗医院总数约为 3.08%，约占湖南省

民营肾病医疗医院的 12.50%；佰骏医疗旗下所有医院血透设备

装机量约占湖南省肾病医疗总装机量的 3.05%，约占湖南省民营

肾病医疗装机量的 13.21%；血透收入市场约占湖南省肾病医疗

医院总收入的 2.53%，约占湖南省民营肾病医疗医院的 12.7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湖南肾病医疗市场依然以公立医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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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肾病医疗市场集中度较低，进入湖南肾病医疗市场的连锁型

肾病医疗企业较少，民营肾病医疗主要以分散在各地市县的非连

锁型民营医院为主。 

经过数年发展，佰骏医疗旗下的医院数量及血透中心数量、

血透设备保有量、服务的透析患者数、血透中心年收入等各项指

标在湖南民营肾病医疗机构中排名均靠前，具备一定的竞争优

势。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 

2017年7月，公司通过同系方盛医疗基金投资佰骏医疗时，

设计的退出安排即明确为在投资项目符合上市要求时，由方盛制

药优先并购。经过数年的发展壮大，佰骏医疗已经成为一家拥有

多家医院且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肾病连锁医院集团。通过深耕本

省市场，佰骏医疗及旗下医院的整合效应逐步显现，营业收入增

长较快，发展势头良好，但因前期投资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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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审慎考虑，认

为目前是控股佰骏医疗的最佳时刻，故董事会同意以受让部分股

权且进行增资扩股的方式控股佰骏医疗。 

佰骏医疗经营情况已有好转，预计将能够通过自身经营回款

逐步降低负债率，在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后，其融资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同时，公司及其他股东也将继续对佰骏医疗提

供融资资助，或将根据其实际发展需要，适时启动引进战略投资

者进行股权融资或通过各种工具进行债务融资，以优化其负债结

构，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 

八、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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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以制药业务为主体、以大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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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随着协同效应的提升，预计将会对公司

长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也将有效提升公司在医药与医疗两个细

分市场的影响力。 

在成功并购佰骏医疗之后，公司在大健康产业的布局将进一

步完善，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提升佰骏医疗竞争优势，强化

其区域肾病医疗中心的核心地位，从而实现其健康、快速、可持

续发展，公司也将分享佰骏医疗快速成长带来的发展红利，更好

地回报股东。 

九、重大风险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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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前期投资大、综合运营成本高，导致资金需求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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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佰骏医疗的注册资本较小，资本金较少，且其采取单一的债务

融资方式，故财务费用高，合并报表体现为亏损；另一方面，据

调研分析，目前佰骏医疗下属医院血透设备单台年创收低于省内

民营医院单台血透设备年创收均值及其他竞争对手。虽然目前佰

骏医疗在湖南省内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未来若不能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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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虽然佰骏医疗目前在湖南省内民营肾病医疗机构中规模

居前，发展速度快，但在全省血液透析医疗市场占比仅在2%左右，

在省内民营医院血透医疗市场占比约为12.71%；佰骏医疗在人口

多、血透病人多、血液透析治疗收费高的县市区，如常德和株洲

等地区暂无布局，在湖南省内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衡阳及娄底，

其他地市区县网点较少未形成集群效应，空白地区较多。在市场

占有率及网点覆盖率上仅有相对优势，但未形成绝对优势。此外，

随着国家放开国外资本投资国内医疗市场，血透巨头企业费森尤

斯等公司在省内市场拓展进度在加快。在湖南省血透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的环境下，佰骏医疗为保持在省内肾病/血透市场优势地

位，后续须创新业务发展模式继续发展旗下医院/合作医院网点

数量，抢占布局优质县市市场。因此，未来佰骏医疗竞争优势的

保持存在不确定性。 

4、交易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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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若市场竞

争加剧，可能使佰骏医疗难以快速扭亏为盈，届时将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此外，虽然公司一直以来资产负债率不

高，现金流充沛，但因需要持续为佰骏医疗提供融资资助，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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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融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

健审[2019]2-566号）； 

3、《湖南省佰骏高科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所涉及

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2019]536号）； 

4、《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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