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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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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为优化资产和资源配置，降低投资风险，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基

于战略规划和管理因素等方面考虑，出售以下资产： 

1、青岛可恩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可恩”）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02MA3CFKYX6Q，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持有青岛可恩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100.00%

的股权。拟向青岛泓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开来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青

岛视世舜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1,4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青岛可恩

80.00%的股权，其中青岛泓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受让 40.00%的股权，青

岛开来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受让 30.00%的股权，青岛视世舜通商贸有限公司拟

受让 10.0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青岛可恩 20.00%的股权。 

2、青岛海沃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沃资”）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9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14MA3MKEFQ83，德州可恩口腔医院

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青岛海沃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拟向青岛

泓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开来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青岛视世舜通商贸有

限公司以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青岛海沃资 100.00%的股权，其

中青岛泓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受让 40.00%的股权，青岛开来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拟受让 30.00%的股权，青岛视世舜通商贸有限公司拟受让 30.00%的股权。



公告编号：2020-035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青岛海沃资的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

司总资产为：460,335,533.44 元，净资产为：159,210,716.28 元；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青岛可恩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08,923,045.19 元，净资产为：

15,440,429.13 元；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青岛海沃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838,427.66 元，净资产为：15,545,982.37 元；本次出售的青岛可恩和青岛海沃

资按比例计算后总资产分别占公司总资产的 18.93%和 5.61%；青岛可恩和青岛

海沃资按比例计算后净资产分别占公司净资产的 7.76%和 9.76%；本次转让价格

为合计 3,000.00 万元，本次交易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非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审议权限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

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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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尚需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 

变更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青岛泓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 8 号 H19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 8 号 H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洪彬 

实际控制人：李洪彬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除金融租赁）及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

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产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接受租赁保证

金、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兼营与融资租赁业务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

业务；工程履约担保、预付款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金融、投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管控类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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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3,424.2 万元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青岛开来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港区汉城路 3 号美晶大厦六楼 6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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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港区汉城路 3 号美晶大厦六楼 612(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峰 

实际控制人：王峰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进行投资，以自有资金进行

股权投资及资本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及投

资管理、金融、证券、期货业务）；创业服务指导；场地租赁；孵化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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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700.00 万元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青岛视世舜通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79-9 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79-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建华 

实际控制人：王建华 

主营业务：批发、零售：汽摩配件、日用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建筑

装饰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健身

器材、家具；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上提供商务服务（不

得从事金融业务、不含商业秘密）。（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

经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青岛可恩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福州北路 166 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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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可恩为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有优先受让

权的其余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青岛可恩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70202MA3CFKYX6Q，经营范围：依据卫生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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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青岛可恩的总资产为：108,923,045.19 元，

净资产为：15,440,429.13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为 36,024,539.77 元，净利

润为-13,628,799.77 元。（未经审计） 

 

1、交易标的名称：青岛海沃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青岛市李沧区巨峰路 178 号 3703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青岛海沃资为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有优先受

让权的其余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青岛海沃资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9 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14MA3MKEFQ83，经营范围：健康管理信息咨询、口腔医

疗、医疗机构管理、口腔诊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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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青岛海沃资的总资产

为： 25,838,427.66 元，净资产为：15,545,982.37 元，2020 年 1-11 月营业收入

为 4,238,438.87 元，净利润为 -2,694,842.93 元。（未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青岛可恩 20%的股权，不再持有青岛海沃资的

股权，青岛可恩和青岛海沃资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四、定价情况 



公告编号：2020-035 

两家公司自经营以来，其业务开展情况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特别是今年

受疫情影响，亏损幅度进一步扩大。基于尽快实现公司发展规划，使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更趋稳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

展，经与受让方协商确认，以其账面净资产值为基础，考虑收入及亏损状况，

确定青岛可恩和青岛海沃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分别为人民币 1,400.00 万元

和人民币 1,600.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现拟以人民币 1,400.00 万元的对价转让德州可恩

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可恩 80.00%的股权，其中青岛泓裕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受让 40.00%的股权，青岛开来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受让 30.00%

的股权，青岛视世舜通商贸有限公司受让 10.00%的股权。 

2、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现拟以人民币 1,600.00 万元的对价转让德州可恩

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海沃资 100%的股权，其中青岛泓裕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受让 40.00%的股权，青岛开来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受让 30.00%

的股权，青岛视世舜通商贸有限公司受让 30.00%的股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交付时间为以协议签署日期为准，过户时间为以工商登记变更

完成时间为准。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效减轻公司运营负担，优化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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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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