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2015-019

公司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披露了《公司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18），为对有关事项进行更充分地说明，公司对上述公告内容
补充如下：
一、相关投资主体介绍的补充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认购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光大金控财
富医疗投资中心的基金份额。北京光大金控财富医疗投资中心为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1 号 16 层 1618E 室；执行事务合伙
人：光大金控（天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王伟峰为代表）；成立
日期：2015 年 6 月 5 日；合伙期限：2015 年 6 月 5 日至 2025 年 6 月 4 日；经营
范围：项目投资。
首都医疗成立于 2014 年 4 月，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楼 B 座 15 层；法定代表人：范月仙。经营范围为：物业
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医院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销售医疗器械 I 类；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目前为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资）的全资子公司。2014 年，首都医疗实现
营业收入 41.80 万元，净利润-9,858.4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8,111,85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首都医疗总资产为 191,293.21 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 114,101.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11,247.38 万元。
首都医疗依托北京国资公司的强大股东背景和丰富的政府资源，愿景为打造
中国最领先的医疗管理集团。根据其战略规划，“与公立医院合作”及“创建自有
品牌投资”是首都医疗发展的两个途径。在医院投资方向上，以大专科小综合为
主，重点关注有一定资源依赖性、非高度市场竞争的领域，以及可操作性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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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成功案例的领域。学科方面偏重于妇产、儿科、康复、脑科、骨科、肿瘤、
胸科等进入壁垒高的专科领域。
二、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参与此次投资基金份额的认购。
本次达因药业对外投资所涉及的相关投资主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公司亦未发现其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的股份。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亦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补充修改后的《公司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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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5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2015-018

公司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达因药业投资首都医疗健康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的议案》，同意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因药业）
认购股权投资基金，并通过该基金与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金控）等光大系资金组成投资联合体，投资于首都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都医疗）。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达因药业基本情况
达因药业注册资本 6,2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50.4%的股份，主要经营儿童
药品、保健食品及儿童健康用品等。2014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741.24 万
元，净利润 33,726.46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04,958.37 万元，
净资产为 94,402.55 万元。2015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847.31 万元，净利润
5,812.73 万元。
二、对外投资概述
达因药业以自有资金认购光大金控（天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
设立的有限合伙制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光大金控财富医疗投资中心的
基金份额。该投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 1.5 亿元，其中达因药业作为有限合伙人
（LP）出资 1 亿元认缴 66.67%的基金份额，河南光大金控产业投资基金及其联
合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5000 万元认缴 33.33%的基金份额。有限合伙人承
担有限责任，不参与基金的运营管理；光大金控（天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为基金管理人（GP），负责基金的日常运营与管理，承担无限责任。基金存
续期为 5+5 年。基金管理费按基金存续期内基金实缴份额的 2%收取，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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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绩效分成按出资人投资收益增值部分的 20%收取。
北京光大金控财富医疗投资中心以 1.5 亿元作为出资，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前海光大熙康产业基金企业等单位合计出资 4 亿元，各方共同设立
投资联合体——深圳前海光大金控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光大金控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5 亿元参与首都医疗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增资后首都医疗注册资本为 13.675 亿元，深圳前海光
大金控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比例为 26.87%，为首都医疗第二大股东。
上述投资事宜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尚需经达因
药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才能实施。
三、相关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组成的投资联合体以光大金控为首，其余成员主要为光大金控旗下的投
资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
光大金控成立于 2009 年，是国务院直属部级骨干企业中国光大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光大金控作为光大集团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光
大金控的主要业务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及投资、证券私募基金管理及投资、创
新性融资业务、信托业务等。
北京光大金控财富医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金发起人光大金控（天津）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GP）为光大金控的子公司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控股企业，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天津河东区大王庄
七纬路 83 号；法定代表人：成福生；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
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光大金控（天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证书编号：
P1000925。
北京光大金控财富医疗投资中心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
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1 号 16 层 1618E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大金控（天津）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王伟峰为代表）；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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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期限：2015 年 6 月 5 日至 2025 年 6 月 4 日；经营范围：项目投资。
首都医疗成立于 2014 年 4 月，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楼 B 座 15 层；法定代表人：范月仙。经营范围为：物业
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医院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销售医疗器械 I 类；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目前为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资）的全资子公司。2014 年，首都医疗实现
营业收入 41.80 万元，净利润-9,858.4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8,111,85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首都医疗总资产为 191,293.21 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 114,101.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11,247.38 万元。
首都医疗依托北京国资公司的强大股东背景和丰富的政府资源，愿景为打造
中国最领先的医疗管理集团。根据其战略规划，“与公立医院合作”及“创建自有
品牌投资”是首都医疗发展的两个途径。在医院投资方向上，以大专科小综合为
主，重点关注有一定资源依赖性、非高度市场竞争的领域，以及可操作性高，有
行业成功案例的领域。学科方面偏重于妇产、儿科、康复、脑科、骨科、肿瘤、
胸科等进入壁垒高的专科领域。
四、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参与此次投资基金份额的认购。
本次达因药业对外投资所涉及的相关投资主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公司亦未发现其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的股份。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亦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五、投资目的及原因
1、着眼于达因药业可持续发展，完善达因药业战略布局
达因药业在成立 20 周年之际，明确了新的发展战略，从儿童药品、用品、
食品到儿童健康教育，围绕儿童健康拓展产业链，首都医疗的投资中，妇儿医院
是很重要的方向，与达因儿童健康业务深度契合。此次投资入股首都医疗，在儿
童健康产业链条中增加了医疗业务，这是对达因发展战略的有益补充，使儿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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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产业的战略布局更加完善。
2、医疗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社会办医
中国医疗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与医疗服务供给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看病
难、看病贵现象普遍存在，医疗服务业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已出台《关于
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等多项政策促进社会资本办医， 2015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
进一步放宽准入，拓宽投融资渠道，促进资源流动和共享，优化发展环境。国家
政策的持续引导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机构领域投资铺平了道路。
3、项目相关主体实力雄厚、专业性强，资金安全性高，未来收益可期
本轮投资属于首都医疗首轮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权融资价格按 2014 年资产
评估值测算，每股不高于 1.5 元，价格较低，提供了较高的安全边际。
光大金控作为央企光大集团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专业投资能力强，具有丰
富的股权投资经验和成功案例。光大金控及其下属单位在联合投资体中占比较
大，其看好医疗前景的信心、风险共担的决心和与达因药业合作的诚意，为达因
药业资金的安全提供了较强的保障。
首都医疗作为北京国资的子公司，其在政府和医疗资源获取、投融资渠道、
公立医院改制等领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首都医疗已成功投资运作一批
项目，运作模式日益清晰。
4、达因药业具备参与的条件和能力
近几年，达因药业经营快速发展，销售收入和净利润逐年增长，现金流良好，
且为战略投资留存了充足资金，具备投资入股首都医疗的能力。1 亿元投资额度
完全在达因药业的投资能力范围内，对达因药业的正常生产运营活动和未来项目
投资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六、投资的影响
达因药业本次投资首都医疗不是简单的财务性投资，而是战略投资，拓宽了
业务范围，延长了儿童健康产业链，高起点介入了医疗行业，有利于达因药业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基金的投资原则及投资期限设臵，本次投资短期内对达因药业及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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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在几年后才会体现。如首
都医疗业务顺利发展，达因药业作为投资人，可以分享投资回报。基金如在项目
成熟后成功退出，有望实现较高的资本增值收益。
七、投资风险
尽管光大金控具有丰富的股权投资经验，首都医疗具有良好的医疗资源整合
能力，但首都医疗毕竟成立时间不长，而医疗机构的运营及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且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新建医院等项目的盈利性存在不确定性，如企业
经营不善，将可能导致基金投资出现损失的风险。
八、其他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做进一步的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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