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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对方自然人基本情况

友德医自然人股东共有2名，赢医通自然人股东共有15名，基本情况如下：

1、杜建国

姓名 杜建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04********0418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三营房110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上海国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股76.48%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杜建国除直接持有友德医6%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

系

1

上海国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76.48%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

软、硬件及其配套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通信网络

产品的销售、设计、制作

直接持

股

2

深圳市风景智联

科技有限公司

5,000 58.50%

软件开发与应用、技术开发、网络技术开发与推广、

信息技术、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直接持

股

3

深圳市佳佳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0%

医疗行业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技

术咨询；医院后勤管理服务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不含限制项目）

直接持

股

2、董应心

姓名 董应心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50204********0323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路海文花园海秋阁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路海文花园海秋阁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4年至今 深圳前海华瑞天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股25%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董应心除直接持有赢医通2%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珠海欧美克微粉技术有限

公司

72 1.56%

微粉技术研发；绿碳化硅微粉的生

产、销售；

本人参股

2

广州和兴隆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

68 3.11%

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本人参股

3

深圳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

250 5.00% 电子产品研发及贸易 本人参股

4

深圳市力合华睿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管

理咨询

配偶参股

5

深圳市普乐方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

300 2.70%

投影演示系统、动漫产品、智能控

制人机交换项目的开发；

配偶参股

6 武汉家家乐饲料有限公司 760 15.20%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配合饲料、浓

缩饲料生产加工及批零兼营，粮食

收购。

配偶参股

7

青岛华瑞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7500）

1,173.5 4.17%

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

生产、销售、租赁。

配偶参股

8

深圳国金天使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500 2.27% 长期股权投资业务。 配偶参股

9

深圳淘海盈客科技有限公

司

150 7.50% 远洋海产供应链、电子商务。 配偶参股

10

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0 10.00%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

资、投资咨询、信息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

配偶参股

3、周松祥

姓名 周松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621********0292

住所 浙江省绍兴县华舍街道西周居委会****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绍兴县华舍街道西周居委会****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绍兴华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间接持股4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周松祥除直接持有赢医通7.86%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1

浙江华宇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7,632 52.16%

对外实业投资，纺织印染技术咨询；生

产、销售：针纺面料、服装

直接持股

4、李灿升

姓名 李灿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321********3719

住所 广州省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园海棠阁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北路2009号笔架山依岚花园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深圳市焕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灿升除直接持有赢医通7.69%股权外，无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

5、容少群

姓名 容少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301********1331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金湖路润唐山庄雍湖豪苑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岗大厦16楼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深圳市天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持股5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容少群除直接持有赢医通7.69%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天然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2,000 50.00%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

直接持股

6、赵贵廷

姓名 赵贵廷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42226********8615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上南大街2号1栋7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国投财富广场2号楼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北京金典永恒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1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赵贵廷除直接持有赢医通6%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北京金典永恒公关策划有限公

司

50 100.00% 策划推广 直接持股

2

深圳市金典永恒公关顾问有限

公司

50 100.00% 策划推广 直接持股

3 深圳启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55.00% 会务系统 直接持股

4 陕西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020 3.22% 贵金属催化剂 直接持股

7、郑浩涛

姓名 郑浩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102********3232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康怡街16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凤岗路38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45.3%

2013年1月至今 广东金康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45.3%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郑浩涛除直接持有赢医通3.38%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

398 45.30%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直接持股

2

广东金康药业有限

公司

500 45.30%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销

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消毒剂，百货

直接持股

8、孟庆海

姓名 孟庆海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10423********1013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九路2号金地网球花园6号楼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九路2号金地网球花园6号楼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 深圳市兴盛盈通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 持股3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孟庆海除直接持有赢医通1.71%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兴盛盈通商贸有限公司 200 30.00% 外贸 直接持股

2 深圳市邦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0 50.00% 投资 直接持股

9、陈建华

姓名 陈建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1026********1558

住所 广东台山市台城侨雅花苑

通讯地址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人民路10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台山市人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陈建华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88%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

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台山市广德

昌药业有限

公司

300 70%

批发：药品（凭有效《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医疗器

械（凭有效《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保健食

品、化妆品、日用杂品；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凭有效《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货架租赁；物业租

赁；商业信息咨询

直接持股

2

台山市人民

大药房有限

公司

300 70%

批发、零售：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化妆品、日用杂品；零售：烟草制品；保健按摩

直接持股

10、王连倩

姓名 王连倩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1827********0051

住所 清远市新城区凤城世家枫景轩

通讯地址 清远市清城区下廓街13栋2楼(百姓大药房总部)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清远百姓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总监 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王连倩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88%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清远为百姓药业有限公司 1,000万 60.00% 中药饮片 直接持股

11、刘贤能

姓名 刘贤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527********0014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光侨街8号海景花园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油松路昊创工业园一栋三楼立丰医药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揭阳市立丰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97.50%

2014年1月至今 深圳市立丰大药房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90.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刘贤能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70%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主要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揭阳市立丰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

200 97.50% 医药零售 直接持股

2

深圳市立丰大药房有限公

司

50 90.00% 医药零售 直接持股

12、黄少雄

姓名 黄少雄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524********4551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金碧庄东区36栋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金碧庄东区36栋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黄少雄最近三年未在任何单位任职。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黄少雄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88%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广东聚盛药业集团凯德药品

连锁有限公司

5,000 71.00% 药品零售 配偶持股

13、叶建明

姓名 叶建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2528********4211

住所 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15幢

通讯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15幢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杭州君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叶建明除直接持有赢医通1.50%股权外，无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

14、谢永忠

姓名 谢永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106********3210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4号之一106房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4号之一106房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广州市易威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谢永忠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50%股权外，无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

15、潘婷

姓名 潘婷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52723********0086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33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33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潘婷最近三年为自由职业者，无具体职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潘婷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5%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广州宏璟泰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 50.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

务；投资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配偶参股

16、岑波

姓名 岑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802********0038

住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民有路13号明扬花园

通讯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31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湛江春天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86.40%

2013年1月至今 湛江春天一百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总经理 持股95.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岑波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26%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湛江春天一百连锁药店有

限公司

201 95.00%

连锁零售：药品、保健食品、食品、

医疗器械等

直接持股

2

湛江春天世纪药业有限公

司

100 86.40%

批发：药品、保健食品、食品、医疗

器械等

直接持股

17、骆飞

姓名 骆飞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921********0013

住所 广东省信宜市迎宾大道玉都新城四期六栋

通讯地址 广东省信宜市新尚路58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09年至今 信宜市泓璐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骆飞除直接持有赢医通0.18%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茂名品质贸易有限公司 300 99.00%

食品、保健品母婴用品

批发

直接持股

2

信宜市力耕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 80.00% 农业种植 直接持股

3 信宜市一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00 15.00% 装饰工程 直接持股

（二）交易对方机构基本情况

友德医机构股东共有3名，分别为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赢医通机

构股东共有4名，分别为深圳七大二小投资有限公司、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康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1、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广棠西路8号D栋D437房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广棠西路8号D栋D437房

法定代表人 张春香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31328617T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15年02月05日

（2）历史沿革

2015年2月2日，张胜明、钟萍共同出资设立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张胜明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90%，钟萍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2015年2月5日， 公司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 并领取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440101000329830，营业期限为2015年2月5日至长期。

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胜明 900.00 90.00

2 钟萍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

2015年6月20日，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股东钟萍将其所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让

给李波；同意股东钟萍将其所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让给陈伟；同意股东张胜明将其所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让给张

春香；同意股东张胜明将其所占公司8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让给李爱华。

本次股权转让后，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爱华 自然人 850.00 85.00

2 李波 自然人 50.00 5.00

3 陈伟 自然人 50.00 5.00

4 张春香 自然人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

2015年9月16日，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股东张春香将其所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

让给张进生；同意股东李波将其所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让给李佑；同意股东陈伟将其所占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0元转让给

周智。

本次股权转让后，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爱华 自然人 850.00 85.00

2 李佑 自然人 50.00 5.00

3 张进生 自然人 50.00 5.00

4 周智 自然人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李波、陈伟、张春香将其代持的赢医通投资股权进行还原。

2016年2月，李爱华将其持有赢医通投资85%的股权转让给李严。 本次股权转让后，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严 自然人 850.00 85.00

2 李佑 自然人 50.00 5.00

3 张进生 自然人 50.00 5.00

4 周智 自然人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李爱华将其代持的赢医通投资股权进行还原。

（3）赢医通投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赢医通投资设立以来，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与投资咨询服务，除投资友德医和赢医通外，没有具体经营业务，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为自然人李严，李严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李严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69003********152X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六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四道31号研祥科技大厦五楼B1单元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至2015年4月 深圳市美谷佳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持股14.50%

2015年5月至今 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股62%

2015年9月至今 深圳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股4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严除通过持有七大二小85%的股权，赢医通投资85%的股权间接持有友德医和赢医通的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

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深圳市美谷佳科

技有限公司

2,500.00 14.50%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胡建中心

业务和信息服务业业务（不含固

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

息服务）

无

2、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北侧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 刘绍生

注册资本 44780.487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40000000016442

经营范围

医院后勤管理服务，医疗行业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养老产业项目投资、策划、服务；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项目投资、开发；节能环保产业项目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产品项目投

资、开发；医疗器械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销售、租赁；房屋工程设计、楼宇维修和拆迁，

道路与土方工程施工；冷气工程及管道安装；对外投资；项目投资；资本经营管理和咨询。

成立日期 1993年02月19日

（2）历史沿革

宜华健康成立时名为麦科特集团机电开发总公司，系经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以惠府办函[1993]252号文批准，于1993年2月19日由

麦科特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麦科特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开发总公司、甘肃光学仪器工业公司和新标志有限公司按40%、30%、

15%和15%的比例出资设立的联营公司。 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688万元，并由惠州市惠城区审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惠区审师验字（1993）

839号《验资证明书》。

1994年9月宜华健康更名为麦科特集团光学工业总公司。 同年10月，经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以惠府办函[1994]222号文批准进行规

范性操作，宜华健康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12月宜华健康更名为麦科特集团光学有限公司。

1999年3月19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办函[1999]121号文及广东省体改委粤体改[1999]019号文批准，宜华健康名称变更为麦科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性质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宜华健康以截止1998年12月31日经深华审字[1999]第098号《审计报告》审定的净资产

11,000万元按1:1的比例折合成11,000万股，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2000年7月10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 [2000]100号文核准宜华健康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7,000万

股。2000年7月21日和22日，宜华健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7,00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8,000万元。对此，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华鹏股改字[2000]009-2号《验资报告》。

2001年3月18日，宜华健康2000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8股的转增股本方案，并于2001年4月实施了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宜华健康注册资本由18,000万元变更为32,400万元。 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出具了华鹏验字

[2001]060号《验资报告》。

2002年7月18日，宜华健康原控股股东麦科特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北大青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青鸟” ）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所持有的宜华健康6,858万股国有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7%）转让给上海青鸟。 2002年11月4日，财政部以财

企[2002]459号文批复同意前述转让事项，同年11月7日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2004年2月13日，上海青鸟与宜华健康原股东签署了《关于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合计受让原股

东持有的宜华健康2,830.58万股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4%），此次增持后上海青鸟持有宜华健康股份共计9,688.58万股，占宜华健

康总股本的29.90%。

2005年7月9日，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青鸟” ）与宜华健康原控股股东上海青鸟签署了《股份转让合

同》，约定上海青鸟将所持有的宜华健康9,688.58万股股份，占宜华健康总股本的29.90%，转让给北京青鸟；2006年2月，上述转让获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资产权[2005]1345号）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6]9号）批准。 北京青鸟向上海青鸟支付176,

773,562.40元，但该股份当时未办理过户手续，上海青鸟为该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2006年12月19日，宜华集团与宜华健康原股东分别签属了《股份转让合同》，协议受让上海青鸟持有的宜华健康96,885,800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29.90%）、惠州市益发光学机电有限公司持有的宜华健康54,034,2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6.68%）、惠州市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宜华健康14,680,0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53%），合计受让16,560万股宜华健康股份。

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公司字[2007]133号文批复，同意豁免宜华集团要约收购义务。 2007年9月14日，本次股权转让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宜华集团合计持有宜华健康16,560万股股份，占宜华健康总股本的51.11%，成为宜华健康的控

股股东。

宜华健康与北京青鸟于2006年12月19日订立四份《资产转让合同》，与此同时本华健康、宜华集团与北京青鸟于2006年12月21日订

立《资产重组合同》、于2007年1月28日订立《资产重组合同》的变更协议、于2007年4月18日订立《资产重组合同》的补充协议。根据上述

合同约定，宜华健康将部分资产和相关债权债务出售给北京青鸟，除此之外还将出售给北京青鸟后合法拥有的除因出售部分资产给北京

青鸟形成的宜华健康对北京青鸟的债权与宜华集团合法拥有的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6%的股权进行置换。 上述资产出售、置换

构成宜华健康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2007年7月4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公司字[2007]102号文批准宜华健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2007年7月30日，宜华健康2007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暨关联交易及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截至2007年

底，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宜华健康主营业务转变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007年11月1日，宜华健康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合计送出

1,260万股，相当于流通股每10股获送1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宜华健康注册资本仍为32,400万元，宜华集团持有宜华健康股

份降至15,300万股，占宜华健康总股本的47.22%。

2007年10月15日， 宜华健康名称由“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10月19日股票简称由

“S*ST光电” 变更为“S*ST宜地”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自2007年11月2日起，宜华健康的股票简称由“S*ST宜地” 变更为“*ST宜

地” ；宜华健康2007年度实现盈利，自2008年5月15日起，宜华健康的股票简称由“*ST宜地” 变更为“宜华地产” 。

2008年9月26日，宜华集团通过在二级市场增持了宜华健康股份50,000股，其持有宜华健康股份增至15,305万股股份，占本宜华健

康总股本的47.24%。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和顺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佛山分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行原名称）、惠州市惠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已过户给自然人黄俊平）不执行对价安排，其应执行的对价由宜华集团暂为代垫。

2008年12月，深圳市和顺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宜华集团签订《垫付对价偿还协议》，约定该公司向宜华集团支付250万股宜华健康股份作为

对宜华集团代垫股改对价的补偿，上述股份转让已于2008年12月8日在登记公司办理了相关股份过户手续。 本次股份变动后，宜华集团持

有宜华健康股份数增至15,555万股，持股比例由47.24%增加到48.01%，仍为宜华健康控股股东。

2009年11月，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与宜华集团就代垫对价偿还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向宜华集团转让1,535,616股宜华健康的股份作为对宜华集团代垫股改对价的补偿，上述股份转让已于2009年11月24日在登记公

司办理了相关股份过户手续。 本次股份变动后，宜华集团持有宜华健康股份数增至15,708.56万股，持股比例由48.01%增加到48.48%，仍

为宜华健康控股股东。

宜华健康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4年11月28日获证监会并购重组委有条件审核通过， 并于2015年1月9日收到证监许可（2015）60

号《关于核准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向林正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015年1月30日宜华健康向林正刚、南海成

长、道基金滨、林建新、道基晨富、朱华、彭杰、邓宇光、李红、侯旭英、黄微、夏青、阳阳、孙玉香、邓文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东众

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发行新股数量为87,219,512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87,219,512股）；2015年3月13日，宜华健

康向配套融资投资者深圳市前海新富阳实业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新股数量为36,585,365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36,585,

365股）。 本次交易之后， 宜华健康的注册资本增加至447,804,877元， 宜华集团持有宜华健康股份降至157,085,616股， 持股比例由

48.48%降低至38.2%，仍为宜华健康控股股东。

宜华健康成功收购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参股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后， 宜华健康的业务已经超出了地产的

范围，健康医疗服务收入以后将成为宜华健康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也将成为宜华健康今后的主要业务发展方向，为更好地适应宜华健康发

展需要和战略规划，宜华健康名称需要与宜华健康未来的经营范围和发展战略相适应。宜华健康于2015年2月4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宜华健康中文名称变更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变更为“宜华健康” 。

（3）宜华健康股权结构

截至2015年9月30日，宜华健康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085,616 35.08

2 林正刚 境内自然人 68,317,398 15.26

3 深圳市前海新富阳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85,365 8.17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00,082 2.66

5 林建新 境内自然人 8,098,862 1.81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7,637,018 1.71

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168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5,251,200 1.17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创新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542,061 1.01

9 华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0,000 0.82

10

南海成长 （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5,691 0.78

合计 306,613,293 68.47

截至2015年9月30日，宜华健康股权结构图如下：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宜华集团，实际控制人一直为刘绍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4）主营业务概况

宜华健康原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2013年、2014年分别实现房地产开发销售72,926.01万元、15,767.29万元。 上市公司主要

开发楼盘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梅州市等国内三四线城市，近年来受房地产需求低迷影响，宜华健康开发的房地产楼盘销售出现较大困难，

同时受储备土地瓶颈制约，房地产开发主业不能有效支撑宜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2015年宜华健康成功收购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参股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后，宜华健康的业务已经超出了

地产的范围，健康医疗服务收入将成为宜华健康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也将成为今后的主要业务发展方向。

（5）主要财务数据

宜华健康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314,904,697.52 2,527,722,874.17 2,716,150,934.91

负债总额 2,676,034,162.35 1,701,371,498.93 1,919,622,124.35

股东权益 1,638,870,535.17 826,351,375.24 796,528,810.56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39,791,747.59 157,672,935.55 729,260,135.10

利润总额 7,368,584.81 31,586,039.05 123,521,898.55

净利润 43,088.94 29,822,564.68 91,901,534.01

是否经审计 否 是 是

审计机构 不适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宜华健康除直接持有友德医20%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出资比例

1 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商品房销售 100.00%

2 梅州市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00 商品房销售 100.00%

3 汕头市荣信投资有限公司 6,000 商品房销售 100.00%

4 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6,750 医疗服务 100.00%

5 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 60,000

对房地产、工业、商业

进行投资

20.00%

3、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1号（自编4A栋）赤岗大厦6-10楼、13-14楼

主要办公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1号（自编4A栋）赤岗大厦6-10楼、13-14楼

法定代表人 贺京军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40000000077401

经营范围 健康管理，健康咨询，旅业（接待国内外旅客，持有效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2006年04月12日

（2）历史沿革

2006年3月28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共同出资设立广东赤岗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岗宾

馆” ），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出资2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出资3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10%。

经广东天华华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2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粤验字[2006]2007号）审验，截至2006年3月23日，

赤岗宾馆（筹）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3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赤岗宾馆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70.00 90.00

2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30.00 10.00

合计 300.00 100

2006年8月2日，赤岗宾馆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股东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将其所占赤岗宾馆10%的股权以

人民币30万元转让给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转让后，友德医健康管理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300.00 100.00

合计 300.00 100

2014年11月27日，赤岗宾馆经股东决定：（1）赤岗宾馆名称由“广东赤岗宾馆有限公司” 变更为“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

（2）经营范围由“旅业（接待国内外旅客，持有效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变更为“健康管理、健康咨询、旅业（接待国内外旅

客，持有效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友德医健康管理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300.00 100.00

合计 300.00 100

友德医健康管理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

友德医健康管理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目前无控股下属企业。

（5）主要财务数据

友德医健康管理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419,100.22 4,692,130.34 -

负债总额 1,231,722.09 673,616.79 -

股东权益 3,460,408.25 3,598,508.60 -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2,404,633.50 -

利润总额 -41,308.03 -80,077.71 -

净利润 -41,308.03 -137,997.59 -

是否经审计 否 否 否

审计机构 不适用 不适用 不使用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友德医健康管理除直接持有友德医10%股权外，无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

4、深圳七大二小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七大二小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35405456J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

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

理业务）。（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3年03月13日

（2）历史沿革

2015年7月9日，范维礼、熊殿安共同出资设立深圳七大二小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范维礼认缴出资1,8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90%，熊殿安认缴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七大二小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范维礼 1,800.00 90.00

2 熊殿安 200.00 10.00

合计 2,000.00 100

2016年2月，范维礼、熊殿安将其持有的七大二小股权转让给李严、张进生、李佑和周智，转让后七大二小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严 自然人 1,700.00 85.00

2 李佑 自然人 100.00 5.00

3 张进生 自然人 100.00 5.00

4 周智 自然人 100.00 5.00

合计 2,000.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范维礼、熊殿安将其代持的七大二小股权进行还原。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七大二小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严 自然人 1,700.00 85.00

2 李佑 自然人 100.00 5.00

3 张进生 自然人 100.00 5.00

4 周智 自然人 100.00 5.00

合计 2,000.00 100

七大二小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及其实际控制人情况

七大二小2015年7月设立以来，除投资赢医通外，无其他参股公司，没有具体经营业务，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严，李严的基本

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之“1.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 之“（4）主要业务发展情

况” 。

5、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沙太路银利街12号之一E2147房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沙太路银利街12号之一E2147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慧

认缴资本 14,875万元

实缴资本 14,875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B5RR0EW

经营范围 资本市场服务（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16日

（2）历史沿革

2015年12月16日，李恩、雷胜、徐慧共同出资设立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资本为100万元。

三重奏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恩 80.00 80

2 雷胜 10.00 10

3 徐慧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2016年1月19日，三重奏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本次变更后，三重奏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克强 2,500.00 16.81

2 后继凤 2,375.00 15.97

3 烟台华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 13.45

4 罗金龙 2,000.00 13.45

5 谢少龙 1,800.00 12.10

6 梁越 1,300.00 8.74

7 张小余 1,000.00 6.72

8 李希 1,000.00 6.72

9 李恩 500.00 3.36

10 周明 380.00 2.55

11 雷胜 10.00 0.07

12 徐慧 10.00 0.07

合计 14,875.00 100

三重奏股权结构图如下：

（3）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三重奏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克强 2,500.00 16.81

2 后继凤 2,375.00 15.97

3 烟台华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 13.45

4 罗金龙 2,000.00 13.45

5 谢少龙 1,800.00 12.10

6 梁越 1,300.00 8.74

7 张小余 1,000.00 6.72

8 李希 1,000.00 6.72

9 李恩 500.00 3.36

10 周明 380.00 2.55

11 雷胜 10.00 0.07

12 徐慧 10.00 0.07

合计 14,875.00 100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实际控制人信息

由于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三重奏的实际控制人徐慧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徐慧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7********0023

住所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明珠花园8栋1单元301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明珠花园8栋1单元301室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广州展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无

2015年12月至今 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直接持股0.07%

（5）最近两年主要财务信息

由于三重奏成立于2015年12月，且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所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三重奏的资产负债表简表如下：

资产项目 2015年12月31日（元）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15年12月31日（元）

货币资金 1,000,000.00 实收资本 1,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000,0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0,000.00

资产总计 1,000,0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00,000.00

（6）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三重奏成立至今，尚未发生对外投资的情形。

6、广州康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州康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汇侨路6号203铺之三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汇侨路6号203铺之三

法定代表人 张流京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115000027105

税务登记号 440100589545264

组织代码 58954526-4

经营范围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商品批发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广告业；软件开发；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裁明内容为准。

成立日期 2012年02月22日

（2）历史沿革

2012年2月15日，广东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张流京共同出资设立广州康之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广

东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9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张流京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

经广州市开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8日出具的《验资报告》（穗虹验字[2012]第366号）审验，截至2012年2月3日，康

知家（筹）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康知家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广东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9.00 99.00

2 张流京 1.00 1.00

合计 100 100

2015年6月28日，康之家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1）公司名称由“广州康之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变更为“广州康

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电子技术

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广告业；软件开发；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裁明内容为

准” ；（3）公司住所由“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62号703房” 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汇侨路6号203铺之三” 。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康知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广东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9.00 99.00

2 张流京 1.00 1.00

合计 100 100

康知家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概况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康知家无实际经营情况，广东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也无实际经营情况。 康知家及广东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然人

张流京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流京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522********0637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通讯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永泰泰兴路6号T6电商创意园C1栋2楼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如下：

起始时间 单位 职位 产权关系

2013年1月至今 广东康之家药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间接持股100.00%

2013年1月至今 广州康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股1.00%

2015年1月至今 广州京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执行合伙人 直接占股85.00%

2013年1月至今 广东康之家云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直接持股33.50%

2013年1月至今 广州康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直接持股100.00%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康知家的实际控制人张流京除间接持有赢医通4.40%股权外，其他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广东康之家云

健康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1,400 33.5%

零售：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处方药、非处

方药（由分公司经营）；预包装食品（不含酒精饮

料），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二类：

普通诊察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

材料及制品（上述项目持有效许可证经营），化妆

品，日用品，第一类医疗器械；商品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

董事兼总经理

2

广东康越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

研究、开发：生物技术、制药技术、卫生用品、消毒

液、生物制品、医疗器械

执行董事

3

广州京飞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 85% 资产管理、无形资产评估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合伙代理执行

人

4

广州康知家医

药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100 1%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商品批发贸易

执行董事

5

广东康知家药

业有限公司

300 间接持股

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

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

执行董事

三、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的基本情况

（一）宁波华旗瑞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华旗瑞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555号2601室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姜洪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MA281C516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28日

合伙期限 2015年12月28日至2035年12月27日

通讯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555号2601室

联系电话 0755-8891023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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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历史沿革

（1）2015年12月，华旗瑞吉成立

华旗瑞吉是由宁波华旗盛世与华茂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 根据其合伙协议的规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其中，

宁波华旗盛世为普通合伙人，出资额为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2%，华茂集团出资额为49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80%。

2015年12月28日，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华旗瑞吉成立时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宁波华旗盛世 普通合伙人 1.00 0.20

2 华茂集团 一般合伙人 499.00 99.80

合计 500.00 100

（2）2016年1月，华旗瑞吉第一次出资额转让

2016年1月25日，宁波华旗盛世将出资份额1万元转给深圳华旗盛世，华茂集团将出资份额499万元转让给宁波华旗盛世（代华旗互联

网医疗一期基金）。

本次份额转让后，华旗瑞吉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华旗盛世 普通合伙人 1.00 0.20

2 宁波华旗盛世 有限合伙人 499.00 99.80

合计 500.00 100

（3）2016年2月，华旗瑞吉第二次出资额转让

2016年2月，宁波华旗盛世将出资额223万元转给粤财信托（代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粤财信托?华

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二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粤财信托?华旗互联网医疗投资三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本次出资额转让后，华旗瑞吉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华旗盛世 普通合伙人 1.00 0.20

2 宁波华旗盛世 有限合伙人 276.00 55.20

3 粤财信托 有限合伙人 223.00 44.60

合计 500.00 100

3、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华旗瑞吉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4、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华旗瑞吉成立于2015年12月28日，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5、主要财务数据

由于华旗瑞吉成立时间较短，尚无财务数据，本预案披露了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旗盛世最近二年主要财务数据，详细参考本部分

之“6、执行事务合伙人相关信息” 。

6、执行事务合伙人相关信息

（1）基本情况

华旗瑞吉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华旗盛世，深圳华旗盛世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NEO大厦B座21C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姜洪文

注册号码 440301109435361

税务登记号 44030030607488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5月26日

营业期限 2014年5月26日至2034年05月22日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NEO大厦B座21C

联系电话 0755-88910236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2）历史沿革

A、2014年5月，深圳华旗盛世成立

深圳华旗盛世是由姜洪文、袁亭与周天智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 其中，姜洪文出资额为

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00%，袁亭出资额为3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00%，周天智出资额为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00%

2014年5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

深圳华旗盛世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洪文 45.00 45.00

2 袁亭 35.00 35.00

3 周天智 20.00 20.00

合计 100.00 100

B、2014年10月，深圳华旗盛世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年10月17日，周天智将持有的深圳华旗盛世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何贤波，占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的10.00%，周天智将持有的深圳

华旗盛世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李炜，占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的1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洪文 45.00 45.00

2 袁亭 35.00 35.00

3 何贤波 10.00 10.00

4 李炜 10.00 10.00

合计 100.00 100

C、2014年10月，深圳华旗盛世第一次增资

2014年10月17日，经全体股东同意，深圳华旗盛世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全体股东等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后，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洪文 450.00 45.00

2 袁亭 350.00 35.00

3 何贤波 100.00 10.00

4 李炜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

D、2016年2月，深圳华旗盛世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年2月，袁亭将持有的深圳华旗盛世出资额300万元转让给赵诚，占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的30.00%；袁亭将持有的深圳华旗盛世出

资额50万元转让给盛世佳景，占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的5.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深圳华旗盛世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姜洪文 450.00 45.00

2 赵诚 300.00 30.00

3 何贤波 100.00 10.00

4 李炜 100.00 10.00

5 盛世佳景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

（3）股权结构

(上接A21版）

(下转A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