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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北方稀土）拟在内蒙古自治区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

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一家战略投资者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稀宝

通用医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稀宝通用）增资，增资金额拟

定为人民币（下同）4803.92 万元。公司放弃增资权。增资完成后，

公司在稀宝通用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稀释至 51%，公司仍为其第一大

股东及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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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最终能否成功引入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存在不确

定性。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稀宝通用可持续发展，促进其体制机制创

新，优化其资本和股权结构，实现国有和民营资本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进一步提升其公司治理效能、发展活力、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绩效，

公司拟在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一家战略投资者对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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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增资，增资金额拟定为 4803.92万元。公司放弃增资权。增资完

成后，公司在稀宝通用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稀释至 51%，公司仍为其

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增资的议案》。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

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最终能否成功引入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

者存在不确定性。 

一、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本次拟通过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对稀

宝通用实施增资，目前尚无法确定增资方。 

公司对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条件要求为：须拥有医疗器械、耗材

的优质采购渠道；拥有成熟的医院管理及销售经验，并承诺将上述业

务的相关资源要素逐步注入稀宝通用；战略投资者及其相关公司具备

完全转移条件后不再开展与稀宝通用同类业务（经稀宝通用有权机构

决定不宜由稀宝通用开展的项目除外）；战略投资者有逐步开发符合

稀宝通用发展所需产品的意愿，并愿将现有产品逐步转移注册到稀宝

通用。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稀土应用产业园稀土

大街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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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银建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实缴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可穿戴医疗设备的生产及销售、二类、三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安装、维修及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医疗器械租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及辅设备的产品设计、销售；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及配件、机

电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及稀土高科

技应用产品、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的销售；进出口贸易；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一般防

护用品生产、经营；工业防护用品生产、经营；医院运营管理（不含

诊疗活动）；企业管理；会议服务；投资信息咨询。 

股权结构：稀宝通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截止

2021年 5 月 31日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1）第 230C022727 号〕，

稀宝通用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5 月 31日 

资产总额 751.90 683.30 

资产净额 739.02 674.07 

 2020年度 2021年 1-5月 

营业收入 38.41 0 

净利润 -91.18 -64.95 

三、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情况 

（一）资产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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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宝通用委托内蒙古德众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其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

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内德众

所评报字[2021]第 056号）。评估以 2021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以交易、公开市场、持续使用、企业持续经营等为假设前提，采用资

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稀宝通用在评估基

准日持续经营状况下资产的账面价值 6,833,055.77 元，审定值

6,832,985.37 元，评估价值 6,847,972.60 元，评估增值 14,987.23

元；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92,325.54元，审定值 92,325.54 元，评估价

值为 92,325.54 元；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6,740,730.23 元，审定值

6,740,659.83 元，评估价值 6,755,647.06 元，评估增值 14,987.23

元。评估结论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帐面价值 审定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资产 6,833,055.77 6,832,985.37 6,847,972.60 14,987.23 

负债 92,325.54 92,325.54 92,325.54 0 

股东权益价值

（净资产） 
6,740,730.23 6,740,659.83 6,755,647.06 14,987.23 

（二）交易定价 

结合稀宝通用实际情况，参照资产评估结果，确定稀宝通用股权

挂牌评估价为 675.60 万元，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须以不低于 649.20

万元的价格摘牌获得稀宝通用 49%的持股比例。战略投资者依据公开

竞拍价格实缴注册资本金超出 649.20 万元部分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稀宝通用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其内部有

权机构批准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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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结构 

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完成全部增资后，稀宝通用注册资本将增至

9803.92万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将由 100%稀释至 51%，引入的战

略投资者持股比例 49%。公司仍为其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其将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 

（四）法人治理结构 

增资完成后，稀宝通用全体股东实行同股同权；设董事会，董事

会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推荐 2名，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推荐 1名，

董事长由公司推荐，提交董事会选举；设监事 1 名，由引入的战略投

资者推荐；总经理由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推荐，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

人由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 

四、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稀宝通用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实施

增资，符合其自身实际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优化其资本和股权结构，

增强其资金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稳定推进并加快拓展其现有业

务和市场；有利于提升其公司治理效能、发展活力、市场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构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北方稀土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北方稀土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1）第 230C022727号〕 

（四）《内蒙古稀宝通用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内德众所评报字[2021]第 0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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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