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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药”）全资子公司海

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药大健康”）拟参与增资心医国

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医国际”），海药大健康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占其总股本的 5.51%。并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王兴维 

注册资本：6453.09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年 06月 10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东路 5号 3号楼 403-404A 

经营范围： 医用二类软件开发（凭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计算机

系统集成；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分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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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前持股

比例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后持股

比例 



1.  
心医嘉成投资咨询（大连）

有限公司 
2,227.05 34.51 2,227.05 32.61% 

2.  
心医乾诚科技发展（大连）

有限公司 
1,897.20 29.40 1,897.20 27.78% 

3.  
其他持股 5%以下的 14 个股

东合计持有股权 
2328.84 36.09% 2328.84 34.10% 

4.  海药大健康 - - 376.49 5.51% 

合计 6453.09 100% 6,829.58 100%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日 2016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99,285,025.03 
244,809,647.88 

负债总额 171,268,917.19 
172,404,278.68 

所有者权益       28,016,107.84 
      72,405,369.20  

 

项目 2015年 1-12月 
2016年 1-9月 

营业收入 
59,070,764.01  

 

64,189,650.28 

净利润 
-52,424,566.16  

 

-35,610,738.64 

 

二、对外投资合同 

1、各方同意，心医国际本次增资前的估值为 102,840.35 万元。基于该投资

前估值，海药大健康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向心医国际增资 6,000 万元

（“增资款”）认购心医国际新增注册资本 376.49万元（“增资额”），其余投

资款计入心医国际资本公积。 

2、海药大健康应自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心医国际支付增资款人民

币 6,000万元。 

3、海药大健康向心医国际委派 1名董事。 



4、业绩承诺： 

（1）心医国际承诺：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简称“2016

财年”），2017年 3月 3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简称“2017 财年”）及 2018

年 3月 31日至 2019年 3月 31 日（简称“2018 财年”）的业绩目标如下： 

A、营业收入（不包括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简称“营业收入”）目

标：2016 财年的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0 亿元、2017 财年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人民币 4.5亿元、2018财年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7.0亿元（“营业收入业绩指标”）； 

B、归属于心医国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目标：2016财年

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0 亿元、2017 财年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2018财年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净利润业绩指标”）； 

C、当年新开拓（以实施激活使用为前提）远程会诊医院数量目标：2016财

年新开拓的远程会诊医院数量不低于 1,000 家、2017 财年新开拓的远程会诊医

院数量不低于 1,000 家、2018 财年新开拓的远程会诊医院数量不低于 1,000 家

（“医院数量业绩指标”，与营业收入业绩指标、净利润业绩指标合称“业绩指

标”）。 

以上营业收入业绩指标和利润业绩指标的确认以经海药大健康认可的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数据为准。 

（2）估值调整 

A、如果 2016 财年，第（1）条规定的三个业绩指标中，有两个业绩指标能

够完成，则该财年不做估值调整。 

B、如果 2017 财年、2018 财年中，净利润指标完成、且剩余两个业绩指标

中的一个业绩指标能够完成，则该财年不做估值调整。 

C、为避免疑义，如果心医国际连续两个财年累计的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符

合上述第 A项和第 B项规定的，则估值可以不做调整。 

D、如某一财年的业绩指标未按照前述第 A 项至第 C 项的规定完成，则心医

国际须在该财年结束后的 3 个月内对估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估值=该财年实际

未完成的业绩指标的平均完成率*本轮投后估值。 

E、为本协议之目的，营业收入业绩指标完成率 = 期间实际营业收入/期间

营业收入业绩指标；净利润业绩指标完成率 = 期间实际归属于心医国际净利润



金额/期间归属于心医国际净利润业绩指标；医院数量业绩指标完成率 = 期间新

开拓实际远程会诊医院数量/期间医院数量业绩指标。业绩指标的平均完成率=

（营业收入业绩指标完成率+净利润业绩指标完成率+医院数量业绩指标完成率）

/3 

F、如发生上述估值调整，海药大健康有权选择要求心医乾诚科技发展（大

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医乾诚”）、心医嘉成投资咨询（大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心医嘉成”）（或）实际控制人进行股权补偿，或要求心医乾诚、心医嘉

成（或）实际控制人进行现金补偿，或者两种方式结合，心医国际对此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海药大健康于本条中要求估值调整补偿的权利优先于心医国际其他投

资人要求业绩补偿（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补偿和（或）现金补偿）的权利。 

(a)股权补偿方式 

海药大健康有权要求心医乾诚、心医嘉成和（或）实际控制人通过以无偿转

让其持有的心医国际股权的方式使海药大健康持有的心医国际股权达到上述估

值调整后的股权比例，即海药大健康调整后的股权比例=海药大健康本轮缴资总

额/调整后的估值(为避免疑义，如本次增资后心医国际进行任何新的手续增资，

则前述股权比例应予以相应稀释)。 

(b)现金补偿方式 

心医乾诚、心医嘉成和（或）实际控制人向 C轮投资者进行补偿现金金额的

计算公式为：补偿金额 = （C 轮投资者向心医国际缴纳的投资款总额 – 调整

后的估值 ×实现上述股权补偿后 C 轮投资者持有的心医国际股权比例）

×(1+0.15 x N)，其中： N=T/365，T为 C轮投资者实际缴付投资款日至补偿金

额实际付清之日所经历的天数。 

（3）为避免疑义，除王兴维外的实际控制人承担本条约定的补偿义务时，

以其届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心医国际股权为限。 

5、海药大健康可以选择股权上市交易、协议转让、兼并收购、心医国际回

购、股东或管理层收购、清算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 

三、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估值标准与心医国际 C轮融资估

值一致，C轮融资的各投资方增资价格与海药大健康增资价格一致。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心医国际是一家专注于创新医疗及互联网远程医疗整体解决方案的专

业提供商、运营商和服务商。心医国际服务于河南、青海、贵州 3 个国家级示

范远程医疗综合会诊平台项目，支持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医院远程会诊中心超过四

十家，装机启动运营医院约 1,200 家，覆盖了约 110 家中心端医院、3,000 家

县地市级医院和 18 万基层医生，实现 1,200 多个中心端专家会诊和 10 万个申

请端医生会诊。目前心医国际共建成 58 个医联体项目。 

本次对其增资，是为了继续加强公司在远程医疗服务、个人健康管理等领域

的延伸布局，加强各方在远程医疗服务领域的资源共享与合作。 

（3）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心医国际能否实现其承诺的业绩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