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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临-2019-068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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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拟与欣然投资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为欣然投资公司持有商赢医院管理公司 40%的股权，现欣然投资公司拟

将其持有商赢医院管理公司 30%的股权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本次交

易完成后，商赢医院管理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如下：恒赢商贸公司占比 60%、

公司占比 30%、欣然投资公司占比 10%。 

 公司涉足互联网医疗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该项目尚处于试营业期间，

标的资产目前的净资产及净利润均为负数，营业收入较少（为人民币 2 万余元）。

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力求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3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发生 9 次，累计发生额为人民币 16,439.77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根据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结合当

前的经营发展状况，公司拟与上海欣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然

投资公司”，公司董事长罗俊先生持有其 90%的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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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为欣然投资公司持有商赢医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医

院管理公司”）40%的股权，现欣然投资公司拟将其持有商赢医院管理公司 30%

的股权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商赢医院管理公司各

股东的持股比例如下：恒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赢商贸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军先生亦为恒赢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占比 60%、公司占比

30%、欣然投资公司占比 10%。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军先生亦为恒赢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罗

俊先生持有欣然投资公司 90%的股份、范瑶瑶女士持有欣然投资公司 10%的股

份且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任公司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恒赢商贸公司、欣然投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3 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发生 9 次，累计发生额为人民币 16,439.77 万

元。 

 

二、关联方介绍 

1、恒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恒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 231 弄 21 号 108 室 

注册资本：15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林哲明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23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RAC89X 

经营范围：从事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棉花除外)、床上用品、箱包、皮革制

品、工艺礼品(文物除外)、化妆品、钟表、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

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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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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结构：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港大零售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恒赢商贸公司 1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军先生亦为港大

零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军先生亦为恒赢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恒赢商贸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262,857.36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992.2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264,849.58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48,805.19 元。 

 

2、上海欣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欣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106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俊 

成立日期：2007 年 5 月 21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624311683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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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董事长罗俊先生持有欣然投资公司

90%的股份、范瑶瑶女士持有欣然投资公司 10%的股份。 

关联关系：因公司董事长罗俊先生持有欣然投资公司 90%的股份、范瑶瑶女

士持有欣然投资公司 10%的股份且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任公司董事，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欣然投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属

于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31,576.70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31,576.70 元，营业收

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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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商赢医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 20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俊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H0M6F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市场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

展览及相关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营利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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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商赢医院管理公

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恒赢商贸公司占比 60%、欣然投资公司占比 40%。本次

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商赢医院管理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恒赢商贸公司占比

60%、公司占比 30%、欣然投资公司占比 1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549,723.2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095,502.9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545,779.72 元、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 20,379.0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45,779.72 元。 

对外投资情况：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商赢医院管理公司持有

商赢互联网医疗(上海)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商赢互联网医疗公司”)，

商赢互联网医疗公司持有商赢互联网医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商赢互联网医

院）100%的股权。 

上海商赢互联网医院已于 2019 年 5 月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经核准登记，准予执业，其依托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系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上海第一家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互联网医

院。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ee6f5b8e143d02dfbe582e85fbef59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ee6f5b8e143d02dfbe582e85fbef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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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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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医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 万元） 

 

商赢互联网医疗(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商赢互联网医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商赢互联网医院）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恒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欣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商赢医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 万元） 

商赢互联网医疗(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恒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欣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港大零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港大零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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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医院管理公司旗下公司情况： 

1、商赢互联网医疗(上海)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商赢互联网医疗(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 201 号 619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俊 

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13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EXD40 

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计算机网络科技、医药科技、生物科技、计算

机科技、计算机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营养健康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体育用品、健身器材、化妆品、日用百货、电子产品、

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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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商赢医院管理公司持有商赢互联网医疗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149,747.2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8,695,502.9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545,755.72 元，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 20,379.0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45,755.72 元。 

 

2、商赢互联网医院(上海)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商赢互联网医院(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 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俊 

商赢互联网医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商赢互联网医院）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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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1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HAF2M 

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物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零

售，市场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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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商赢互联网医疗公司持有商赢互联网医院(上海)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本公告日，暂无财务数据。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上海欣然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受让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出让方持有商赢医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的 40%股权，其中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8 万元，现已实缴出资额人民币 0 元。现

出让方拟将其在目标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对目标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等情况均已充分了解，同意接收出让方所转让的目标公

司的部分股权，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1、双方一致同意，由出让方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30％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股权”，标的股权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6 万元，实缴出资额人民币 0 元）

以出让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 

双方一致确认，出让方转让给受让方的标的股权，其所对应的未实缴出资额

为人民币 6 万元，应由受让方按公司章程规定缴付给公司。 

2、支付方式：本协议签订后由受让方将人民币 1 元转让款支付给出让方。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股权相应的权利和/或权益，以及义务和/或责

任，由受让方享受和承担。 

4、本协议壹式肆份，双方各执壹份，报工商部门备案贰份。自签字之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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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上述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六、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商赢医院管理公司，将有利于公司抓住在互联网

医疗领域的发展先机，推动互联网线上-线下医疗服务业务的联动发展，为公司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商赢医院管理公司旗下拥有已上线的依托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上

海商赢互联网医院，其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上海第一家获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的互联网医院，能够为复诊患者提供挂号预约、图文问诊、视频

问诊，远程会诊、方便门诊、公益义诊等服务，并对相同诊断的常见病、慢性病

疾病在线开具电子处方。本次交易前该项目已投入将近1000万元。目前，上海商

赢互联网医院的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均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风险分析 

1、本次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与生态整合的需要，但由于

互联网医疗行业尚处于培育期，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尚不完善，公司在经营

过程中可能面临互联网医疗政策变化的风险。 

2、在整合过程中，公司可能面对医疗、电商，线上、线下转化的运营风险。

此外，随着互联网医疗行业参与者的增加，行业竞争或日趋激烈，存在市场竞争

风险。 

3、公司涉足互联网医疗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该项目尚处于试营业期间，

标的资产目前的净资产及净利润均为负数，营业收入较少（为人民币2万余元）。 

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力求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投资回

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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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3 次临时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罗

俊先生、杨军先生、朱玉明先生、林志彬先生、林哲明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

交易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 43 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经过

充分沟通、认真调查后，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此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

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商赢医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将有利

于公司抓住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发展先机，推动互联网线上-线下医疗服务业务

的联动发展，为公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3 次临时会议在对《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上网公告附件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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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3 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