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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2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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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协议转让和公开挂牌转让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上海通旖医疗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旖医疗”）51%的股权。通旖医疗拟投资上
海瀛洲口腔门诊部，而上海瀛洲口腔门诊部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转让通旖医疗
51%的股权，其中 21%的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剩余 30%的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定向转让给上海市崇明
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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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所审计、经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通旖医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325.27 万元。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通旖医疗 21%股权评估值为 68.31
万元，故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通旖医疗 21%股权挂牌底价不低于
68.31 万元（含 68.31 万元）；本次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定
向转让的通旖医疗 30%的股权价格不低于通旖医疗 21%的股权公开挂
牌转让价格/21*30。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通旖医疗的股
权。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通旖医疗拟投资的
上海瀛洲口腔门诊部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增加公
司现金流，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协议定向转让受让方：
1.公司名称：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西门路 799 号
4.法定代表人：张永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 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1 年 2 月 13 日
7.营业期限：2001 年 2 月 13 日至不约定期限
8.经营范围：园区开发建设，实业投资，招商引资，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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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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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要财务指标：上海市崇明区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两年
的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06335.86

377983.11

总负债

82497.98

119327.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3837.87

258656.09

项目

2018 年 1 月-12 月

2017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429.63

325.10

净利润

181.78

129.97

（二）公开挂牌转让受让方：尚不确定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二)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三)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南路 58 号 13 幢 2 楼 201—1 室（上
海堡镇经济小区）
(四) 法定代表人：朱刚
(五)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六) 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26 日
(七) 经营范围：医疗管理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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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出资比例

（万元）

（万元）

（%）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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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00

51.00

上海鑫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0.00

245.00

49.00

合计

1000.00

500.00

100.00

(九) 主要财务指标：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上海分所审计的通旖医疗最近 2 年的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万
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04.94

505.42

总负债

89.23

5.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5.71

500.32

项目

2018 年 1 月-12 月

2017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84.60

0.32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许可证。
(十) 拟转让价格：经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
止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通旖医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人民币 325.27 万元，本次拟公开挂牌转让的通旖医疗的 21%股权评
估值为 68.31 万元，故本次拟公开挂牌转让的通旖医疗的 21%股权挂
牌底价不低于 68.31 万元（含 68.31 万元）；本次通过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协议定向转让的通旖医疗 30%的股权价格不低于通旖医疗 21%
的股权公开挂牌转让价格/21*30。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证书。
(十一)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并出具
万隆评报字（2019）第 10088 号评估报告，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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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404.93 万元，
评估值 414.50 万元，增值 9.57 万元，增值率 2.36 %；总负债账面
值为 89.23 万元，评估值 89.23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值
为 315.71 万元，评估值 325.27 万元，增值 9.56 万元，增值率 3.03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项

目

流动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 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100

68.96

70.76

1.80

2.61

非流动资产

335.97

343.74

7.77

2.31

资产总计

404.93

414.50

9.57

2.36

流动负债

89.23

89.23

-

-

负债总计

89.23

89.23

-

-

315.71

325.27

9.56

3.03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收益法评估结果
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因尚未取得经营口腔医疗服务的《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自公司设立初至评估基准日尚未正常营业，经营场所已
经租赁取得，经营设备已经采购安装，相关工作人员已经配齐，根据
企业提交的未来五年的收益预测表反映，未来各年净现金流均为负
值，因此收益法评估值亦为负值，故不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
评估结论。
3.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上海通旖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次评
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叁佰贰拾伍万贰

5

仟柒佰元（RMB325.27 万元）
。
四、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旖医疗拟投资上海瀛洲口腔门诊部，而上海瀛洲口腔门诊部属
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转让有利于公司优
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股东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不再持有通旖医疗的股权，通旖医疗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司不存在为通旖医疗提供担保、委托通旖医疗理财，也不存
在通旖医疗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五、 本次交易的风险说明
本次股权转让中，通旖医疗 21%的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通旖医疗 30%的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定
向转让给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公开挂牌转让的受
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因此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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