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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修订稿）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二〇二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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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7 月 1 日下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

核函〔2022〕020140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落实函”）已收悉。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尔眼科”、“公司”、“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等

相关方对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1、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2、本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

成。 

3、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申请文件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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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2021 年末，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余额 14.4 亿元，金额较高，主要是投资

的产业基金等。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公司对相关投资标的的持股比例、决策

机制、表决权比例等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对相关投资标的有重大影响或能实际控制，

未将其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明股实债的情

形；若无重大影响的，如何保证相关产业基金按照公司意图投资与发行人产业链相关

的公司。（2）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法，以公允价值后续计量的，说明公允

价值的确定依据，是否客观准确；是否存在应计提减值未计提的情形。（3）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产包括 5.96%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根据公开信息，该

参股公司将运营经验扩展至 K12 中小学教育，并推出考拉网络课堂等学习服务平台，

课程以中小学为重点。请说明该参股公司现有业务开展情况，是否涉及幼儿园、中小

学学科、非学科类培训业务，相关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 

（一）结合公司对相关投资标的的持股比例、决策机制、表决权比例等情况，说

明公司是否对相关投资标的有重大影响或能实际控制，未将其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或

纳入合并报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明股实债的情形；若无重大影响的，如何保

证相关产业基金按照公司意图投资与发行人产业链相关的公司。 

1、结合公司对相关投资标的的持股比例、决策机制、表决权比例等情况，说明

公司是否对相关投资标的有重大影响或能实际控制，未将其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或纳

入合并报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明股实债的情形 

（1）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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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中共涉及被投资单位 20 个，发行人

出资比例/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发行人参投主体 分类 
出资比例/持

股比例 

1 
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山南智联医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产业基
金 

19.00% 

2 
湖南亮视交银眼科医疗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爱尔
眼科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

亮视”） 
19.50% 

3 
芜湖远翔天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88% 

4 
湖南亮视长银医疗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00% 

5 
湖南亮视长星医疗产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00% 

6 
湖南亮视晨星医疗产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00% 

7 
芜湖远澈旭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34% 

8 
湖南亮视中星医疗产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00% 

9 
苏州亮视远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9.98% 

10 
南京华泰瑞联并购基金一号

（有限合伙） 
爱尔眼科 

非产业
基金 

3.68% 

11 
珠海惠每康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爱尔眼科 4.20% 

12 
天津欣新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山南智联（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2.76% 

13 

HealthKonnect Medical 
and Health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香港爱尔（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0.18% 

14 
Rimonci 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 Fund,L.P 
香港爱尔（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34.5% 

15 
宁波弘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3.40% 

16 
深圳市达晨创坤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7.80% 

17 
华盖信诚医疗健康投资成都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亮视（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1.28% 

18 
Zhao ke Ophthalmology 

Limited 
香港爱尔（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3% 

19 晋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爱尔（爱尔眼科全资子公司） 7.35% 

20 
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爱尔眼科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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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策机制及表决权比例 

①产业基金类 

上述产业基金普通合伙人均为市场化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投上述产业基金，出资比例均低于 20%，并与上述基金其他合

伙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合伙协议，上述基金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

外代表合伙企业，亦不参与管理或控制上述基金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基金名义进行的

活动、交易和业务。 

投资决策方面，根据合伙协议，上述基金的投资决策均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行使，

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需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才可通过，爱尔眼科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作为基金有限合伙人不具有向上述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派或任命委员的权利，亦

不在上述产业基金实际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席位，不参与上述基金的投资决策。 

②非产业基金类 

非产业基金被投资单位中，Zhao ke Ophthalmology Limited、晋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或挂牌公司，HealthKonnect 

Medical and Health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通过 VIE 结构协议控

制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欣新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于奇虎 360 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在上述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持有权益的比例均不超过

10%，不参与上述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决策，仅作为少数股东享有股东权利。除上

述被投资单位外，其他非产业基金被投资单位均为有限合伙形式下的市场化投资基金，

发行人对其投资均属于财务性投资，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在上述合伙企业中均

为有限合伙人，不存在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具有投资决策委

员会席位，亦不参与投资决策。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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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发行人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涉及的被投资单位中持股比例较低，其

中，属于企业投资的，发行人不参与业务经营和管理决策，仅作为少数股东享有股东

权利；属于产业基金或市场化投资基金的，发行人担任有限合伙人，不参与执行合伙

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具有投资决策委员会席位，不参与基金的投资决策。

因此，发行人对相关被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或形成实际控制，故上市公司未将其

划分为长期股权投资或纳入合并报表核算。上述投资产权清晰，权利义务明确，不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安排，不存在明股实债的情形。 

2、如何保证相关产业基金按照公司意图投资与发行人产业链相关的公司 

发行人在与产业基金的合作中，一方面借助专业投资机构在募资、投资、管理等

方面的丰富经验放大公司投资能力，加快网点布局，更好地满足各地眼科患者的需求，

同时为公司储备更多优质的产业并购标的；另一方面凭借爱尔眼科在全国范围内领先

的品牌认知度和市场口碑，以及在眼科医院医疗技术和运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通

过《商标字号许可使用协议》、《管理咨询服务协议》、《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向基金控

制的医院提供商标授权和管理咨询服务，协助医院优化和规范，实现高质量发展。在

上述多方共赢的基础上，上述基金均通过合伙协议明确规定产业基金的投资范围为投

资新建或并购眼科医院、视光门诊部等眼科相关产业，并且约定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在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要求的前提下，优先以上市公司收购的形式完成退出，如上市公司

书面声明放弃优先收购权后，上述基金才可选择其他形式退出。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参投的产业基金均投资于眼科医院等眼科产业链相关

企业。尚未开展对外投资的湖南亮视同星医疗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就未

来投资规划进行了如下书面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尚未对外投资。 

2、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本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日，本合伙企业将仅投资于眼科

产业链相关企业，不会投资于除眼科产业链以外的其他行业。” 

其余已开展对外投资的合伙企业均已就投资情况和未来投资规划进行了如下书面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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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所有已投资的被投资企业均属于眼科产业

链的相关企业。 

2、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本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日，本合伙企业将仅投资于眼科

产业链相关企业，不会投资于除眼科产业链以外的其他行业。”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通过合伙协议明确约定了相关产业基

金的投资方向以及上市公司对基金医院的优先收购权。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各基金

的投资方向均为眼科产业链相关企业，不存在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的情形，

各基金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未来将继续投资于眼科产业链相关企业，不会投资于除

眼科产业链以外的其他行业。 

（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法，以公允价值后续计量的，说明公允价

值的确定依据，是否客观准确；是否存在应计提减值未计提的情形 

发行人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方法为以公允价值计量。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使用的估

值技术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市场法，是利用相同或类似的资产、负债

或资产和负债组合的价格以及其他相关市场交易信息进行估值的技术。收益法，是将

未来金额转换成单一现值的估值技术。成本法，是反映当前要求重置相关资产服务能

力所需金额（通常指现行重置成本）的估值技术。” 

公司对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方法如下：若被投资单位已出具估值报表，

则以估值报表的金额作为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若被投资企业投资于上市公司或被投

资企业本身为上市公司的，则以上市公司市值作为其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若被投资

单位主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难以获得活跃交易市场报价，以相关被投资单位的净资

产作为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若被投资企业尚未对外出资，则以公司对该企业的实际

出资额为确认依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明细、采用的估值方法、确认的

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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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截至 2021年末

公允价值 
估值方法/确认的依据 

1 

南京华泰瑞联并

购基金一号（有

限合伙） 

20,342.38 
根据该合伙企业出具的估值报表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该估值报表采取的估值方法主要为市场法。 

2 

珠海惠每康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84.88 

根据该合伙企业出具的估值报表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该估值报表采取的估值方法主要为市场法、成本
法。 

3 

天津欣新盛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531.52 

采用市场法，即以股票价格为基础。发行人通过该合伙企业

间接投资于奇虎 360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上市公司，因
此公允价值根据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确定。 

4 

南京爱尔安星眼

科医疗产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5,856.69 

采用成本法，以相关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作为公允价值的确

认依据。由于该合伙企业所投资的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难

以获得活跃交易市场以确定公允价值，因此相关被投资单位

的期末净资产账面值为其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数。基于发行

人在合伙企业享有的份额，确定该项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 

5 

湖南亮视交银眼
科医疗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754.85  

6 

湖南亮视长银医

疗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73.51 

7 

湖南亮视长星医

疗产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335.26 

8 

芜湖远翔天祐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5,551.41 

9 

湖南亮视晨星医
疗产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277.12 

10 

芜湖远澈旭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956.03 

11 

湖南亮视中星医

疗产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6,460.81 

12 

苏州亮视远筑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 
截至 2021 年末尚未开始对外投资，因此公允价值以实际出资

额计算。 

13 

HealthKonnect 
Medical and 

Health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2,062.25 
根据普华永道针对该公司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该公司的净

资产价值作为基础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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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截至 2021年末

公允价值 
估值方法/确认的依据 

14 

Rimonci 

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 
Fund,L.P 

4,678.94 
根据普华永道针对该公司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该公司的净

资产价值作为基础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15 

宁波弘晖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826.20 

根据该合伙企业出具的估值报表以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该估值报表采取的估值方法主要为市场法和成本

法。 

16 

深圳市达晨创坤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3,123.67 

根据该合伙企业出具的估值报表以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该估值报表采取的估值方法主要为市场法和成本

法。 

17 

华盖信诚医疗健
康投资成都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2,571.83 

根据该合伙企业出具的估值报表以确定该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该估值报表采取的估值方法主要为市场法和成本
法。 

18 
Zhao ke 

Ophthalmology 

Limited 

5,709.26 
采用市场法，即以股票价格为基础。该公司系港股上市公
司，因此公允价值的确定根据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确定。 

19 
晋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921.97 

采用市场法，即以股票价格为基础。该公司系中国台湾上市

公司，因此公允价值根据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确定。 

20 

深圳市考拉超课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31.39 
采用市场法，即以股票价格为基础。该公司系新三板挂牌公

司，因此公允价值根据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确定。 

  小计 129,749.96 - 

综上所述，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系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

的确定均具有明确依据，公允价值的计量客观准确，不存在应计提减值未计提的情形。 

（三）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包括 5.96%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根据公开信息，该参股公司将运营经验扩展至 K12 中小学教育，并推出考拉网络课堂

等学习服务平台，课程以中小学为重点。请说明该参股公司现有业务开展情况，是否

涉及幼儿园、中小学学科、非学科类培训业务，相关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发行人曾参股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考拉超课”）。考拉

超课系新三板挂牌企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爱尔眼科持有考拉超课 5.96%少数

股权。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通过大宗交易将其持有考拉超课的全部股份向非

关联方转让，发行人已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交割并收到全部转让对价，

考拉超课股东名册已同步完成变更，并已披露相关公告。上述转让完成后，发行人不

再持有考拉超课股份，亦不存在直接、间接或通过其他安排持有考拉超课股份的情形。



 

8-1-10 

发行人已就其处置考拉超课股份的情况出具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已对外转让持有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部股份，不再直接、间接或通过其他安排持有深圳市考拉超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 

2、本公司承诺未来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教育行业相关企业及项目，或经

营从事教育相关业务。”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与产业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签署的合伙协议，重点阅读分

析了其中有关出资份额、出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决策、各合伙人权利及义务等条

款； 

2、取得了发行人审计报告，查阅了发行人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3、取得了发行人参投基金的对外投资情况； 

4、取得了发行人参投产业基金就投资方向出具的承诺函； 

5、查阅会计准则中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规定； 

6、取得了发行人相关基金的估值报表、财务报表与审计报告； 

7、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 

8、取得了发行人通过股转系统对外转让考拉超课股份的交易记录，查阅了考拉超

课相关公告，取得了转让完成后考拉超课的股东名册。 

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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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与产业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签署的合伙协议，重点阅读分

析了其中有关出资份额、出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决策、各合伙人权利及义务等条

款，取得了发行人审计报告，并检查发行人对产业基金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2、对基金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参股基金的对外投资情况； 

3、取得了发行人参投基金就投资方向出具的承诺函； 

4、取得了发行人相关基金的估值报表、财务报表与审计报告、查阅被投资上市公

司报告截止日收盘价； 

5、取得了发行人通过股转系统对外转让考拉超课股份的交易记录，查阅了考拉超

课相关公告，取得了转让完成后考拉超课的股东名册。 

发行人律师履行了以下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与产业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签署的合伙协议，重点阅读分

析了其中有关出资份额、出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决策、各合伙人权利及义务等条

款； 

2、取得了发行人审计报告，查阅了发行人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3、取得了发行人参投基金的对外投资情况； 

4、取得了发行人参投产业基金就投资方向出具的承诺函； 

5、查阅会计准则中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规定； 

6、取得了发行人相关基金的估值报表、财务报表与审计报告； 

7、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 

8、取得了发行人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外转让考拉超课股份的交易记

录，查阅了考拉超课相关公告，取得了转让完成后考拉超课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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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介机构认为： 

1、发行人对相关投资标的不具有重大影响或实际控制，将其作为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列报具有合理性；发行人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通过合伙协议明确约定了相关产

业基金的投资方向以及上市公司对基金医院的优先收购权，能够确保相关产业基金投

资与发行人产业链相关的公司。 

2、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系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确定均

具有明确依据，公允价值的计量客观准确，不存在应计提减值未计提的情形。 

3、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通过大宗交易将其持有考拉超课的全部股份向非

关联方转让，发行人已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交割并收到全部转让对价，

考拉超课股东名册已同步完成变更，并已披露相关公告。上述转让完成后，发行人不

再持有考拉超课股份，亦不存在直接、间接或通过其他安排持有考拉超课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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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相关舆情关注发行人收购亏损医院、溢价收购医院以及收购带来的商誉减值风险。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主要医院收购事项，交易对手方情况，是否存在向

关联方收购情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相关定价依据及定价的公允合理性，是否有业

绩承诺或业绩预测，是否达到。（2）补充说明 2021 年计提商誉的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结合经营情况说明相关商誉减值计提依据，减值计提的充分谨慎性。（3）部分标的公

司 2021 年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 

（一）报告期内主要医院收购事项，交易对手方情况，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收购情

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相关定价依据及定价的公允合理性，是否有业绩承诺或业绩

预测，是否达到 

1、报告期内主要医院收购事项，交易对手方情况，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收购情形，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并成本在 1 亿元以上以及收购亏损医院（即取得控制权前一

年亏损）中合并成本金额前五大的主要医院收购事项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取得控

制权时

间 

收购方

式 
合并成本 交易对手方 

是否为关联

方 

1 

江门新会爱

尔新希望眼

科医院有限

公司 

2021-09 
现金收

购 
15,618.79 

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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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取得控

制权时

间 

收购方

式 
合并成本 交易对手方 

是否为关联

方 

2 

重庆万州爱

尔阳光眼科

医院有限公

司 

2020-07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 

21,816.00 

李马号、尚雅丽、潍坊

目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否 

3 

湛江奥理德

视光学中心

有限公司 

2020-07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购买资

产 

21,700.00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否 

4 

天津中视信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20-07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 

129,580.82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磐茂

（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否 

5 

ISEC 

HEALTHCA

RE LTD. 

2019-12 
现金收

购 
56,048.98 

收购方式为对境外上市

公司的要约收购 
否 

6 

淄博康明爱

尔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 

2019-05 
现金收

购 
10,657.50 

湖南亮视交银眼科医疗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7 

湘潭市爱尔

仁和医院有

限公司 

2019-04 
现金收

购 
17,640.00 

宁波仁仲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否 

8 

葫芦岛爱尔

眼科医院有

限公司 

2022-01 
现金收

购 
4,677.00 

天津爱信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否 

9 

重庆万州爱

尔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 

2021-06 
现金收

购 
6,464.00 

湖南亮视长银医疗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否 

10 

秦皇岛爱尔

眼科医院有

限公司 

2021-11 
现金收

购 
5,905.60 

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否 

11 

廊坊市爱尔

眼科医院有

限公司 

2021-11 
现金收

购 
4,727.27 

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否 

12 
四川眼科医

院有限公司 
2019-12 

现金收

购 
4,900.00 成都川宏实业有限公司 否 

除通过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方式收购 ISEC HEALTHCARE LTD. 外，发行人上述

报告期内主要医院收购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方包括：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产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李马号、尚雅丽、潍坊目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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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磐茂（上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湖南亮视交银眼科医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仁仲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爱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亮视长银医疗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川宏实业有限公司。交易发生时上述交易

对方的具体情况如下： 

（1）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该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京爱尔安星眼科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营场所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491 号 4 楼 888 室 

设立日期 2016 年 6 月 7 日 

经营范围 
眼科医疗产业投资；医院投资；医院经营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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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前海安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认缴出资比例 

深圳市前海安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0.1%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74.9% 

山南智联医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19.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铭鸿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出资比例 6.0%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关联

方 
否 

（2）李马号 

李马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李马号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00103196404******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88 号附 3 号******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88 号附 3 号****** 

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关联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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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尚雅丽 

尚雅丽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尚雅丽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12196804******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88 号附 3 号******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88 号附 3 号****** 

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关联方 
否 

（4）潍坊目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潍坊目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潍坊目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营

场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田柳镇文化路 165 号 

设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普通合伙人名称 李马号 

股权结构/出资比例 李马号 54.75% 、尚雅丽 43.71% 、周建伟 1.38% 和邓仁政 0.17%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5）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主要经营

场所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 

设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水丸、浓缩丸）,合剂，

口服液，糖浆剂，栓剂，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溶液剂（口

服），滴鼻剂，滴眼剂，喷雾剂，冻干粉针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

（口服制剂、外用制剂）（以上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药品研究开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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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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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认缴出资

比例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玉

冲，其一致行动关系人为张玉立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6）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营

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 楼 

设立日期 2016 年 3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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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名称 上海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认缴出资

比例 

共计 39 位合伙人，其中认缴出资比例超过 5%的包括：长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7.53%、珠海思贤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53%、西

藏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7）磐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磐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磐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 楼 

设立日期 2016 年 6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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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名称 
上海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认缴出资

比例 

共计 47 位合伙人，其中认缴出资比例超过 5%的包括：上海泓聿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12.41%、上海聿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93%、上海驰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8.27%、磐涞（上海）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6.62%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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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南亮视交银眼科医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湖南亮视交银眼科医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营

场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 692 号 517 

设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医院投资、股权投资，医院投资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

务）；医院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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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名称 
上海锦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认缴出资

比例 

上海锦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5%、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4.95%、拉

萨亮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50%、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铭鸿创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0%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9）宁波仁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仁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营

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1259 

设立日期 2018 年 12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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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名称 
刘冠 

股权结构/认缴出资

比例 

刘仁波持有宁波仁仲 89.9%股权，刘素常持有宁波仁仲 10%股权， 

刘冠持有宁波仁仲 0.1%股权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10）天津爱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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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天津爱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

营场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 105 号读者新媒体大厦第三

层办公室 A 区 311 房间 

设立日期 2019 年 9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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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名称 
北京镕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认缴出

资比例 

北京镕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0.0013%股权；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 99.9987%股权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11）湖南亮视长银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湖南亮视长银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主要经

营场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 692 号 1302 

设立日期 2018 年 1 月 4 日 

经营范围 

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

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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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伙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前海安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认缴出

资比例 

深圳市前海安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1%股权；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持有 75.0%股权；拉萨亮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9.0%；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铭鸿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9%股权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12）成都川宏实业有限公司 

该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成都川宏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主要经

营场所 
成都市梨花街 9号四楼营业房 

设立日期 1998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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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商务信息咨询；营销策划、企业管理服务；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批发与零售：矿产品（不含煤矿）、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钢材、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建筑材料及辅料、煤炭、珠宝、金

银首饰、金属制品、钟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

发射设备）、服装鞋帽、皮革制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物业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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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认缴出

资比例 
杨凤鸣持股 61.76%、杨蓉持股 38.24%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关联方 
否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医院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方收购情形，不存在利

益输送的情形。 

2、相关定价依据及定价的公允合理性，是否有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是否达到 

（1）相关定价依据及定价的公允合理性 

在收购前，公司对拟收购的医院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对其财务数据、所处区域市

场情况、管理运营水平、未来增长潜力等进行全面的评估，同时对主要医院聘请了评

估师对拟收购医院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参考评估报告评估值确定合理的收

购价格。 

前述合并成本在 1亿元以上的医院均为盈利医院，收购时的市盈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取得控制

权时间 
合并成本 市盈率 

1 
江门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

院有限公司 
2021-09 15,618.79 17.72  

2 
重庆万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

有限公司 
2020-07 21,816.00 16.17 

3 
湛江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

公司 
2020-07 21,700.00 15.91 

4 
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2020-07 129,580.82 21.61 

5 ISEC HEALTHCARE LTD. 2019-12 56,048.98  11.43  

6 
淄博康明爱尔眼科医院有限

公司 
2019-05 10,657.50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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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取得控制

权时间 
合并成本 市盈率 

7 
湘潭市爱尔仁和医院有限公

司 
2019-04 17,640.00 13.72 

注：1、淄博康明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的 2018年 1-10月的净利润经审计，以 2018年 1-10月
的净利润金额折算 2018年年度净利润；2、湘潭市爱尔仁和医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月整体改制

为营利性医院，因此采用其 2019年的净利润计算；3、重庆万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湛江

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公司和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市盈率来源于上市公司已披露的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前述亏损医院收购时的市销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取得控制

权时间 
合并成本 市销率 

1 葫芦岛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22-01 4,677.00 2.20 

2 秦皇岛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21-11 5,905.60 3.21 

3 廊坊市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21-11 4,727.27 3.47 

4 
重庆万州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

司 
2021-06 6,464.00 3.98 

5 四川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19-12 4,900.00 - 

注：1、葫芦岛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21年 1-10月营业收入经审计，以 2021年 1-10年的
营业收入折算 2021年年度营业收入；2、收购四川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时，其已经取得《设置医疗

机构批准书》，但尚未开始经营，因此以实缴注册资本确认收购对价，形成商誉主要原因系收购前

未开展经营期间支付房租存在亏损导致 

近期医疗服务行业相关的可比交易案例的估值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收购方 被收购方 

取得控制权

时间或取得

工商登记变

更的时间 

合并成本 市盈率 市销率 

1 光莆股份 
重庆军美医

院 
2018-06 3,978.00  30.62  3.81 

2 麦迪科技 
海口玛丽医

院 
2019-10 3,886.20  14.99  2.53 

3 三星医疗 
南京明州康

复医院 
2022-06 21,000.00  18.84  1.92 

4 三星医疗 
武汉明州康

复医院 
2022-06 18,000.00  16.79  2.03 

5 益佰制药 
德阳肿瘤医

院 
2021-11 33,598.60 35.76 4.05 

6 兴齐眼药 
沈阳兴齐眼

科医院 
2021-11 13,047.60 23.8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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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23.47 2.87 

注：光莆股份未披露重庆军美医院 2017年财务数据，因此以收购时披露的 2018年 1-5月经审

计净利润、销售收入折算 2018年年度净利润、销售收入进行计算 

根据上表，发行人上述医院收购的市盈率或市销率与同行业可比交易较为接近，

不存在重大差异。秦皇岛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廊坊市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和重

庆万州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的市销率高于可比交易案例的平均市销率，主要原因系

收购时相关医院接近盈亏平衡点，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预计未来业绩增速较快。若以

其 2021 年度预计营业收入测算其动态市销率分别为 2.24、2.15 和 2.58，低于同行业

可比交易市销率平均值。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上述主要医院收购定价公允合理。 

（2）是否有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是否达到 

相关标的医院的收购均不涉及业绩承诺。 

业绩预测方面， ISEC HEALTHCARE LTD.为境外上市公司，公司通过要约收购的

方式取得股权，收购时点的评估以净资产价值为基础，因此在收购时无业绩预测数据；

重庆万州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江门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秦皇岛爱尔眼科医

院有限公司、廊坊市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和葫芦岛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分别系

2021 年 6月、2021年 9月、2021年 11月、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1月取得控制权，

收购时间不足 1 年，因此不存在可对比的业绩预测数据；四川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在收

购时已经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但尚未开始经营，因此以实缴注册资本确认

收购对价，未以收益法评估其股权价值，因此在收购时无业绩预测数据，其余标的医

院收购时的业绩预测数据与实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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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合并时

间 
预测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预测金额 实现金额 实现比例 预测金额 实现金额 实现比例 

1 
重庆万州爱尔阳光

眼科医院 
2020-07 2021年 9,400.11 8,087.48 86.04% 1,474.08 554.57 37.62% 

2 
湛江爱尔奥理德眼
科医院 

2020-07 2021年 5,049.41 5,787.37 114.61% 1,453.26 1,404.67 96.66% 

3 
天津中视信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20-07 2021年 126,161.30 134,668.11 106.74% 16,389.81 14,651.27 89.39% 

4 
淄博康明爱尔眼科

医院有限公司 
2020-05 2021年  8,168.40   11,170.06  136.75%  986.66   2,383.98  241.62% 

5 
湘潭市爱尔仁和医

院 
2019-04 

2020年 10,862.21 10,418.63 95.92% 1,429.03 2,220.57 155.39% 

2021年 12,491.55 12,254.84 98.11% 1,755.29 1,735.54 98.87% 

小计 23,353.76 22,673.48 97.09% 3,184.32 3,956.11 124.24% 

注：2021年，发行人将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销，由发行人直接持有其下属 26家医院股权，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相
关数据系 26家医院相关数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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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爱尔奥理德眼科医院、淄博康明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和湘潭市爱尔仁和医

院等均已基本完成业绩预测。重庆万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收入实现比例为 86.04%，净

利润实现比例较低，系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同时更新设备改造环境相关投入带来了

更高的固定成本，因此未实现预期的业绩。公司已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该公司 2021年

末商誉价值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实现比例达到 106.74%，但净利润未达到业绩预测，完成率为 89.39%，主要

系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所致，例如乌鲁木齐爱尔阿迪娅眼科医院受当地疫情下人员流

动管控导致诊疗量受到较大限制；大连爱尔眼科医院于 2021 年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

全年停诊或限流近三个月。此外，部分医院新增先进设备、引入医疗人才也对当期净

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已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组 2021 年末的商誉价值

进行了减值测试，并针对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组计提了相应的商誉减值准备。 

（二）补充说明 2021 年计提商誉的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结合经营情况说明相关

商誉减值计提依据，减值计提的充分谨慎性 

2021 年末，发行人对商誉进行了合理、谨慎的减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 10家标

的公司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小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因此对其新增

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合计 21,666.11 万元。相关标的公司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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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合并日 

截至 2021年末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账

面价值 

截至 2021 年末包

含商誉资产组的

可回收金额 

2021 年新增

计提的商誉

减值准备 

2021 年营业

收入 

2021 年净利

润率 
商誉减值原因 

1 

重庆万州爱

尔阳光眼科

医院 

2020-07 23,648.60 13,787.00 8,875.44  8,087.48  6.86% 

2021 年，重庆万州爱尔阳光

眼科医院受到疫情的不利影

响，同时更新设备改造环境相

关投入带来了更高的固定成

本，因此未实现预期的业绩。

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该公

司 2021 年末商誉价值进行了

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

备 。 

2 

重庆开州爱

尔阳光眼科

医院 

2020-07 7,285.37 4,831.00 2,208.93  1,998.66  -0.92% 

2021 年，重庆开州爱尔阳光

眼科医院受到疫情的不利影

响，出现了亏损的情况。公司

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该公司

2021 年末商誉价值进行了减

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 

3 
大连爱尔眼

科医院 
2020-07 8,239.63 4,247.00 2,108.11  5,069.87  -21.84% 

2021 年，大连爱尔眼科医院

受疫情影响，多次停诊，对业

务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

2021 年度全年亏损。公司聘

请了专业评估机构，对其期末

商誉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并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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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合并日 

截至 2021年末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账

面价值 

截至 2021 年末包

含商誉资产组的

可回收金额 

2021 年新增

计提的商誉

减值准备 

2021 年营业

收入 

2021 年净利

润率 
商誉减值原因 

4 
梧州爱尔眼

科医院 
2020-07 9,143.69 5,057.00 2,084.21  3,363.45  -5.53% 

2021 年，梧州爱尔眼科医院

受疫情不利影响，同时，该地

区部分病种医保统筹支付部分

有所下降，对业务经营产生了

不利影响，导致该医院 2021

年出现亏损。公司聘请了专业

评估机构，对其期末商誉价值

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5 
南京爱尔古

柏医院 
2019-01 3,035.24 88.00 1,680.65 1,489.97 -37.11%  

 2021 年，一方面疫情影响了

南京爱尔古柏医院业务开展，

另一方面由于医院升级未能如

期完成，收费价格仍按照一级

收费，未达公司预期，因此，

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进行了

减值测试，认为该资产组的可

回收价值小于其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账面价值，因此于 2021

年末对其商誉账面价值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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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合并日 

截至 2021年末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账

面价值 

截至 2021 年末包

含商誉资产组的

可回收金额 

2021 年新增

计提的商誉

减值准备 

2021 年营业

收入 

2021 年净利

润率 
商誉减值原因 

6 

乌鲁木齐爱

尔阿迪娅眼

科医院 

2020-07 3,686.14 587.00 1,620.04  5,290.54  -25.96% 

2021 年，该医院受当地疫情

下人员流动管控导致诊疗量受

到较大限制，导致亏损，公司

聘请专业评估机构进行了减值

测试，认为该资产组的可回收

价值小于其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因此于 2021 年末

对其剩余商誉账面价值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 

7 
重庆万州爱

尔眼科医院 
2021-06 7,099.45 5,564.99 1,227.57  1,675.26  -48.49% 

2021 年，一方面疫情影响了

重庆万州爱尔眼科医院业务的

开展，另一方面，受到屈光设

备维保费用增加、房租上浮、

人工成本增加等原因，成本费

用有所增长，导致亏损扩大。

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进行了

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商誉减值

准备。 

8 
重庆永川爱

尔眼科医院 
2020-12 4,362.45 2,685.00 922.6  2,474.38  -8.94% 

2021 年，持续的疫情管控措

施影响了重庆永川爱尔眼科医

院的公共卫生活动和眼科疾病

筛查活动，对收入利润产生不

利影响，导致公司未能扭亏为

盈。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

该医院截至 2021 年末的商誉

价值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

了商誉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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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合并日 

截至 2021年末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账

面价值 

截至 2021 年末包

含商誉资产组的

可回收金额 

2021 年新增

计提的商誉

减值准备 

2021 年营业

收入 

2021 年净利

润率 
商誉减值原因 

9 
晋中爱尔眼

科医院 
2019-04 5,294.87 4,369.00 592.46   3,856.85  -0.78% 

2021 年，在疫情的背景下，

医院经营收到搬迁新院影响，

同时带来了更高的固定成本，

导致 2021 年未能盈利。公司

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该医院截

至 2021 年末的商誉价值进行

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商誉减

值准备。 

10 
上海爱尔睛

亮眼科医院 
2019-05 4,365.10 4,019.01 346.10   5,179.04  -1.89% 

2021 年，疫情反复导致客流

量减少，2021 年亏损有所扩

大。公司根据当地经营环境以

及该医院的实际经营状况判断

存在减值迹象，因此，公司聘

请专业评估机构对该医院截至

2021 年末的商誉价值进行了

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商誉减值

准备。 

合计 - - - 21,666.11 - - - 

综上所述，针对上述 2021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标的医院，发行人均已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根据相关医院的经营情况，对截

至 2021 年末的商誉价值进行了减值测试，对相关资产组的减值计提充分，具有谨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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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标的公司 2021 年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部分标的公司 2021 年亏损，但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

称 
合并时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 

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资

产组的可回
收金额 

商誉账面

金额 
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 

蚌埠爱

尔和平

眼科医
院 

2019-04  3,227.18  -1.49%  2,690.83   3,204.55  529.62 

标的公司业绩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019年 4-

12 月和 2020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420.64万

元和 2,610.66万元，净利润率分别为-22.84%

和 5.00%。2021年，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

另一方面标的公司引入多名知名医生，导致

当年工资支出增加，但其带来的盈利效应尚

未完全释放，出现小幅的亏损。未来随着管

理规模的提升、知名医生资源吸引更多患

者，标的公司预计将进入稳定增长期。根据

商誉减值测试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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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

称 
合并时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 

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资
产组的可回

收金额 

商誉账面

金额 
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 

桂林爱
尔眼科

医院 

2019-01  4,473.04  -7.14%  3,828.65   4,697.23  2,617.76 

标的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经营业绩良好，

营业收入分别为 4,632.60 万元、5,635.17万

元，净利润率分别为 14.25%和 13.07%；2021

年受到疫情影响，同时标的公司增加在技术

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出现一定亏

损。相关投入有望为未来的快速增长奠定坚

实基础，整体成本费用率随着经营规模的增

长有所下降，未来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根

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

值。 

3 

普洱爱

尔眼科
医院 

2019-06 3,233.47 -12.75%  3,708.37   4,219.00  1,677.79 

标的公司 2019 年 6-12月和 2020年经营业绩

良好，营业收入分别为 1,568.27万元、

3,064.57 万元，净利润率分别为 6.32%、

24.29%；2021年经营业绩受到疫情防控的影

响，出现一定亏损。该标的公司的医疗设

备、诊疗技术、管理水平等在该地区处于领

先地位，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开元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已出具评估报告，根据其商誉减

值测试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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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

称 
合并时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 

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资
产组的可回

收金额 

商誉账面

金额 
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4 
四川眼

科医院 
2019-12  2,419.87  -170.67% 21,127.67 34,235.92 1,612.19 

标的公司于 2021年 6月开始试运营，试运营

前已投入包括开办费、人员工资等各类费

用，因此 2021 年全年呈现亏损。该标的公司

系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眼科医疗中心，能够提

供国际化、高水平的眼科诊疗服务，预计未

来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根据商誉减值测试

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值。 

5 

玉溪爱
尔眼科

医院 

2020-07  2,711.18  -4.76%  4,101.08   4,690.00  1,582.62 

标的公司亏损金额较小，正处于扭亏为盈的

发展阶段。该标的公司屈光业务、视光服务

业务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尚未完全释放，预

计未来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开元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已出具评估报告，根据其商誉减值

测试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值。 

6 

武汉黄

陂眼科

医院 

2021-02  335.36  -180.59%  822.95   851.56  189.45 

该标的公司系发行人 2021年新收购公司，因

整体装修、安装升级设备等暂停营业。随着

就医环境、医疗设备的进一步升级，预计未

来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根据商誉减值测试

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值。 

7 

贵州爱

尔健康

产业发
展有限

公司 

2021-05  -    -  1,379.35   1,393.24  0.66 

2021 年，标的公司尚处于建设期，尚未开始

营业，因此呈亏损状态。根据商誉减值测试

结果，该标的公司不存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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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

称 
合并时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 

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资
产组的可回

收金额 

商誉账面

金额 
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8 

汉中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01  2,253.94  -27.23%  2,027.59   2,476.42  102.72 

相关标的公司均系 2021年当年新收购公司，

收购时点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由于眼科医

院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开业后医院业务

的增长具有爬坡期，前期普遍存在亏损情

况。在医院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收购，有利

于控制收购成本。在业务经营稳定后，随着

医院的持续经营以及在当地的品牌口碑不断

积累，医院门诊量、营业收入随之持续提

升，并逐渐由亏转盈。经上市公司考察，相

关医院具有良好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当地形

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虽然尚未实现盈利，

但整体接近盈亏平衡点附近，预计未来业绩

将保持较高增速。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相关标的公司不存在减值。 

9 

临沂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06  1,847.23  -33.01%  8,638.68   8,694.57  3,760.21 

10 

日照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09  890.91  -27.65%  9,124.79   11,357.59  4,136.09 

11 

威海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09  936.39  -24.24%  8,334.92   9,697.81  3,324.33 

12 

河源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09  813.84  -40.15%  5,593.03   5,717.95  3,211.88 

13 

枣阳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09  792.42  -13.51%  6,392.53   7,597.04  3,233.75 

14 

鞍山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11  491.67  -33.34%  6,851.26   6,885.90  3,258.26 

15 

沧州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11  853.39  -27.75%  15,515.80   15,698.30  7,260.57 

16 

阜阳爱
尔眼科

医院 

2021-11  411.81  -42.74%  7,400.19   8,085.61  3,0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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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

称 
合并时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率 

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资
产组的可回

收金额 

商誉账面

金额 
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7 

秦皇岛

爱尔眼

科医院 

2021-11  513.47  -32.05%  7,419.25   7,480.08  5,083.86 

注：收购当年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金额，系合并日至当年年末实现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综上，相关标的公司 2021 年亏损但未计提商誉减值，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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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收购的相关医院的相关协议、财务报告及评估报告； 

2、取得了公司商誉减值相关的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 

3、查阅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公告； 

4、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了解相关医院的经营情况。 

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收购的相关医院的相关协议、财务报告及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的

相关数据及参数进行复核； 

2、取得了公司商誉减值相关的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并对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及

参数进行复核； 

3、查阅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公告； 

4、对发行人及被投资单位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被投资单位经营情况 并获得管

理层盖章确认的盈利预测结果及相关依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介机构认为： 

1、报告期内主要医院收购事项，不涉及向关联方收购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除

以要约收购上市公司 ISEC HEALTHCARE LTD.，以及按照实缴注册资本金额收购为

开展营业的四川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外，其他收购均以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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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定价具有公允性和合理性；医院收购事项不存在业绩承诺，收购完成后，大部分

标的医院达到或接近业绩预测，部分标的医院存在因疫情影响、设备更新、改造投入

等原因未实现业绩预测的情形，其中，业绩预测实现比例较低的重庆万州爱尔阳光眼

科医院已计提减值准备。 

2、发行人根据相关标的医院的实际经营情况对截至 2021 年末商誉进行了合理、

谨慎的商誉减值测试，商誉减值计提充分，具有谨慎性。 

3、部分标的公司 2021 年亏损，未计提商誉减值均具有合理原因，具有合理性。 

问题三 

关于前募项目。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7年到位，

迟至 2021 年底爱尔总部大厦项目尚未建设完工的合理性，疫情发生前项目建设进度情

况，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截止目前建设进度情况，是否已完

工。（2）根据申报文件，公司 2021 年 6月将部分节余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但前募报告中列示的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为零，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3）根

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规定，前次

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应对该资产运行情况予以详

细说明，请按照前述规定补充说明相关资产的运行情况。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请会计师出具符合条件的前募报告。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 

（一）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7 年到位，迟至 2021 年底爱尔总部大厦项目

尚未建设完工的合理性，疫情发生前项目建设进度情况，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是否

有其他因素影响；截止目前建设进度情况，是否已完工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爱尔总部大厦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8.46 亿

元，原计划于 2020年 1 月投入使用，但一方面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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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调整，导致进度有所延后；另一方面， 2020 年初爆发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也对项目后续建设工程的开展产生了影响，导致项目延期。除此之外，无其他因

素影响。 

疫情发生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爱尔总部大厦建设项目大厦主体已完

成封顶，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88 亿元，投入进度为 34.00%。2020 年初起疫情的到来

对后续外部装修、内部装修、固定资产购置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在全力配合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爱尔总部大厦建设项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爱尔总部大

厦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 6.98 亿元，投入进度为 82.47%。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爱尔

总部大厦建设项目已完工，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8.43 亿元，投入进度为 99.56%，

实际投入比例基本达到 100%。2022 年 7 月 2 日，爱尔总部大厦举行乔迁仪式并正式

启用，公司总部各部门及人员已分批次迁入新总部大厦办公。 

（二）根据申报文件，公司 2021 年 6 月将部分节余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但前募报告中列示的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为零，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前

次非公开发行中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已按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哈尔滨爱尔迁

址扩建项目和重庆爱尔迁址扩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487.7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上述项目结项时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分别为 84.17%和 88.88%。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系由于公司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结合宏观环境、行业需求以及实际经营

情况的变化对募投项目所需的设备购置方案、工程建设方案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调整，

本着成本控制且能够满足项目需要的原则，合理降低了设备采购的金额，节约了部分

工程费用，使得募投项目实际支出略小于计划支出。 

发行人上述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正常结项，募投项目未发生变

更，前募报告中的相关披露准确。节余部分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由项目投资变更为补充

流动资金，实际用途发生了变更。发行人已在相关文件中补充披露如下： 

“ 



 

8-1-37 

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前次非

公开发行中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已按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哈尔滨爱尔迁址扩

建项目和重庆爱尔迁址扩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487.7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上述项目结项时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分别为 84.17%和 88.88%。上述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节余部分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由项目投资变更为补充流动资

金，实际用途发生了变更。 

” 

（三）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

规定，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应对该资产运行

情况予以详细说明，请按照前述规定补充说明相关资产的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2020]1002 号

《关于核准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磐信（上海）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磐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天津中视信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众生药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湛江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与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80%股权

（该等股权对应的交易作价中的 70%部分由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李马号、尚雅丽、潍坊目乐合计持有的万州爱瑞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90%

股权与开州爱瑞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90%股权。截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止交易各方

已经完成了上述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天津中视

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湛江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公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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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万州爱尔

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和开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最近一年末 购买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7月 1日 

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8,664.85 177,170.73 

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债总额 52,910.98 30,254.61 

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 
65,955.83 126,015.41 

湛江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6,747.36  5,314.67 

湛江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公司负债总额 1,432.41  1,256.89 

湛江奥理德视光学中心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5,314.95  4,057.78 

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920.88  1,624.87 

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负债总额 2,586.34  717.37 

宣城市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334.53  907.50 

万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448.32  4,153.92 

万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负债总额 2,073.63  2,088.47 

万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2,374.69  2,065.45 

开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824.17  1,978.74 

开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负债总额 2,422.76  658.04 

开州爱尔阳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1,401.41  1,320.70 

注：2021 年，公司将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销，由公司直接持有其下属 26 家医院股权，

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相关数据系 26 家医院相关数据之和；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金额低于其 2020 年 7 月 1

日购买日的金额，原因系在收购天津中视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时，其合并报表存在商誉；而其注

销后，相关医院的单体财务报表不再体现商誉，商誉体现在集团层面的报表中 

3、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是否完成

盈利预测 
备注 

预测情况 实际完成 完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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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是否完成

盈利预测 
备注 

预测情况 实际完成 完成比例 

2019年 13,058.89 13,625.45 104.34% 是 - 

2020年 17,843.23 17,756.19 99.51% 否 

1、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各项工

作受到限制或者停滞，影响预期效
益的达成；2、并购后，为了更好

地满足患者的眼科需求，对医疗设

备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升级，造成当
期成本支出的上升；3、并购后，

按照爱尔眼科集团的经营管理要

求，对医疗质量，患者服务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入了更多的
成本支出；4、围绕收购后医院品

牌实力的提升，医院开始完善市场

团队，加大市场投入；5、医院市
场活动转变以患者宣教和科普为主

导，对医院短期的效益影响不显

著，但有利于医院长期的口碑积
累，品牌影响；6、部分医院进行

重新装修及扩大经营面积增加了前

期投入。 

2021年 21,480.66 18,757.27 87.32% 否 

1、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各项工

作受到限制或者停滞，影响预期效

益的达成，例如乌鲁木齐爱尔阿迪
娅眼科医院受疫情下当地人员流动

管控导致诊疗量受到较大限制；大

连爱尔眼科医院于 2021年受到疫情

的不利影响，全年停诊或限流近三
个月；2、为保障医院长远发展，

部分医院引进相关医疗人才，配置

了新医疗设备，导致成本费用增
加。 

4、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前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未设置业绩补偿承诺。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了发行人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爱尔总部大厦投入金额、进度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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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地走访了发行人建成后的爱尔总部大厦投入使用的情况； 

3、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 

4、查阅了发行人有关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披露文件； 

5、查阅了发行人 2021 年 6月 25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及相关董事会文件； 

6、取得并查阅了会计师出具的《关于爱尔眼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了发行人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爱尔总部大厦投入金额、进度及情况； 

2、实地走访了发行人建成后的爱尔总部大厦投入使用的情况； 

3、查阅了发行人有关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披露文件； 

4、查阅了发行人 2021 年 6月 25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及相关董事会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介机构认为： 

1、发行人前次非公开发行中爱尔总部大厦项目已于 2022 年 5 月 31日建设完工，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爱尔总部大厦建设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8.43 亿元，投入

进度为 99.56%，实际投入比例基本达到 100%。2022 年 7 月 2 日，爱尔总部大厦正式

启用，公司总部各部门及人员已分批次迁入新总部大厦办公。该项目建设进度较慢，

一方面受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施工方案进行调整，导致进度有所延后；另

一方面， 2020年初爆发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对项目后续建设工程的开展产

生了影响，导致项目延期。除此之外，无其他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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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相关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正常结项，

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相关信息披露准确。节余部分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由项目投资变

更为补充流动资金，实际用途发生了变更，发行人已在相关文件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3、已补充说明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会计师已按照相关要求出具

《关于爱尔眼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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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修订

稿）》之签章页）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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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修订稿）》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丁明明                     高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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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

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

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马  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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