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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立医院”、“公司”）提交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

文件的审核。京立医院、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项目

组以及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

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

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鹤壁京立医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

露的部分，已按照《关于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

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

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及附件《督查报告》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

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回复所列具体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

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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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 12 月 27 日，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出资、

朝歌集团以货币出资共同设立海淇商贸。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海淇商贸全部股权转让给朝歌集团，以该股权转让价

款冲抵有限公司对朝歌集团的等值债务。 

请公司详细说明以上交易形成原因，交易金额，是否为关联方交

易等事项，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交易定价是否公允，交

易是否真实，出资及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公司详细说明以上交易形成原因，交易金额，是否为关联方交易

等事项 

1、交易债权的形成原因 

因有限公司建设及经营发展需要，自 2006 年 6 月至 2012 年 3 月，有限公司

陆续向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购买医疗设备、药品、

办公用品以及医院设施的建设。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有限公司未偿还贷款

共 19 笔，本金 305,803,000.00 元，利息 77,036,635.68 元，本息共计 382,839,635.68

元。 

由于当时有限公司的资产规模和偿债能力有限，独立偿还上述贷款本息存在

困难。为了减轻有限公司的债务负担、促进其持续发展，降低淇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的运营风险，有限公司、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朝歌集团三方通过协商，

同意朝歌集团代有限公司偿还其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贷款本息。2013 年

11 月 20 日朝歌集团、有限公司、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方签订《确认函》：

确认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止息日，有限公司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本

息合计 382,839,635.68 元；同意有限公司将上述债务全部转让给朝歌集团，由朝

歌集团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清偿，有限公司不再承担对淇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债务的清偿义务；并同意有限公司将其名下资产（土地 1 块、房产 2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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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偿给朝歌集团，以冲抵因上述债务转让形成的有限公司对朝歌集团的部分债

务。 

2013 年 12 月 21 日，朝歌集团、有限公司、葛庆三方签订《三方协议》，

确认朝歌集团因受让有限公司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偿还义务而形成对

有限公司 382,839,635.68 元债权；并约定朝歌集团将上述债权中的 7,000 万元转

让给葛庆。由此形成朝歌集团对葛庆拥有 7,000 万元债权，葛庆对有限公司拥有

7,000 万元债权。同时协议约定，有限公司以其名下资产（土地 1 块、房产 24

处）对朝歌集团指定的第三方出资，待出资完成后有限公司将其因资产出资形成

的股权转让给朝歌集团，并以该次股权转让价款冲抵对朝歌集团部分债务。（注：

2015 年 12 月，朝歌集团指定设立的第三方公司即鹤壁海琪商贸有限公司）。 

上述交易债权的形成原因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

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的形成及变化情况”之（二）有限公司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之“1、出资债权形成原因及过程”中进行了披露。 

2、交易形成的原因及交易金额 

为履行上述《三方协议》，2015 年 12 月 22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

同意有限公司以自有土地使用权、房产与朝歌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海淇商贸；同日，

有限公司与朝歌集团签订《出资协议书》。 

2015 年 12 月 23 日，淇县朝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豫淇房评字第

20150808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5 年 12 月 30 日，鹤壁市金兰德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鹤金兰德（2015）（估）字第 003 号《土地估价报告》对上

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进行价值评估，其中房产评估价值 36,822,319 元，土地使用

权评估价值 35,070,100 元，共计 71,892,419 元。 

2015 年 12 月 27 日，海淇商贸取得了鹤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淇滨分局颁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公司设立。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淇商贸召开

临时股东会，同意将有限公司持有的海淇商贸全部股权转让给朝歌集团。同日，

有限公司与朝歌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淇商贸

全部股权以 71,892,419 元的价格转让给朝歌集团，并以该股权转让价款冲抵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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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朝歌集团的等值债务。 

上述交易形成原因及交易金额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

之“六、子公司及公司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之“（二）鹤壁海淇商贸有限公司

的设立及变更”和“七、公司重大资产处置情况”之“（一）有限公司土地使用

权和房产出资与所持股权转让”部分进行了披露。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属于关联交易，相关关联交易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部分进行

了披露。 

3、公司补充披露内容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四）重大投资收益

和非经常性损益“之“2、（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上述房屋等资产处置收益行为，是有限公司为了履行 2013 年 12 月 21 日有

限公司、朝歌集团与葛庆签订的《三方协议》之约定，相关协议约定有限公司

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房产对朝歌集团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出资，待出资完成后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第三方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朝歌集团，以抵偿其对朝歌集

团的部分债务。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限公司将相关资产以评估价 71,892,419

元的价格转让给朝歌集团，由此产生房屋等资产处置收益 52,101,640.12 元。 

上述交易相关债权的形成原因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

之“五、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的形成及变化情况”之（二）有限公司第一次增加

注册资本”之“1、出资债权形成原因及过程”中进行了披露。上述交易形成原

因及交易金额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六、子公司及

公司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之“（二）鹤壁海淇商贸有限公司的设立及变更”和

“七、公司重大资产处置情况”之“（一）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出资与所

持股权转让”部分进行了披露。上述交易内容作为关联交易事项，已在《公开

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

易”部分进行了披露。 

（二）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交易定价是否公允，交易是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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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出资及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发表明确

意见。 

1、尽职调查程序 

通过核查公司所提供的协议、各方股东会决议、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

证、工商登记材料、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取得公司管理层及股东的说明

及承诺等材料，结合海淇商贸设立及股权转让的过程核查以上交易定价是公允

性、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出资及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2、事实依据 

《三方协议》、出资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对出资及股权转让事项的

股东会决议、朝歌集团股东会决议、海淇商贸股东会决议、土地使用权证、房屋

所有权证、海淇商贸工商登记材料，2015 年 12 月 23 日淇县朝阳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编号为“豫淇房评字第 20150808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5 年 12

月 30 日鹤壁市金兰的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鹤金兰德[2015]（估）

字第 003 号”《土地估价报告》，以及公司的说明及承诺。 

3、 分析过程 

①交易债权的形成原因及真实性 

自 2006 年 6 月至 2012 年 3 月，有限公司因建设及经营发展需要陆续向淇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购买医疗设备、药品、办公用品以

及医院设施的建设。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有限公司未偿还贷款共 19 笔，本

金 305,803,000.00 元，利息 77,036,635.68 元，本息共计 382,839,635.68 元。 

之后，为了减轻有限公司的债务负担、促进其持续发展，降低淇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的运营风险，有限公司、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朝歌集团三方通过协

商，同意朝歌集团代有限公司偿还其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贷款本息。2013

年 11 月 20 日朝歌集团、有限公司、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方签订《确认函》：

确认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止息日，有限公司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本

息合计 382,839,635.68 元；同意有限公司将上述债务全部转让给朝歌集团，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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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集团对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清偿，有限公司不再承担对淇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债务的清偿义务；并同意有限公司将其名下资产（土地 1 块、房产 24 处）

抵偿给朝歌集团，以冲抵因上述债务转让形成的有限公司对朝歌集团的部分债

务。 

2013 年 12 月 21 日，朝歌集团、有限公司、葛庆三方签订《三方协议》约

定：朝歌集团将因代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而形成对有限公司 382,839,635.68

元债权中的 7,000 万元转让给葛庆，其余债权由有限公司以其名下资产（土地 1

块、房产 24 处）对朝歌集团指定的第三方出资，待出资完成后有限公司将其因

资产出资形成的股权转让给朝歌集团，并以该次股权转让价款冲抵对朝歌集团部

分债务。（注：2015 年 12 月，朝歌集团指定设立的第三方公司即鹤壁海琪商贸

有限公司）。 

②交易形成的原因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为履行上述《三方协议》，2015 年 12 月 22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

同意有限公司以自有土地使用权、房产与朝歌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海淇商贸；同日，

有限公司与朝歌集团签订《出资协议书》。 

2015 年 12 月 23 日，淇县朝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豫淇房评字第

20150808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5 年 12 月 30 日，鹤壁市金兰德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鹤金兰德（2015）（估）字第 003 号《土地估价报告》对上

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进行价值评估，其中房产评估价值 36,822,319 元，土地使用

权评估价值 35,070,100 元，共计 71,892,419 元。 

2015 年 12 月 27 日，海淇商贸取得了鹤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淇滨分局颁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公司设立。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淇商贸召开

临时股东会，同意将有限公司持有的海淇商贸全部股权转让给朝歌集团。同日，

有限公司与朝歌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淇商贸

全部股权以 71,892,419 元的价格转让给朝歌集团，并以该股权转让价款冲抵有限

公司对朝歌集团的等值债务。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淇商贸在鹤壁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淇滨分局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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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资行为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经会计师核查，有限公司出资行为所涉及的相关资产处置损益，企业已作为

非经常性损益处理，处置收益计入了“营业外收入”科目，相关会计处理均已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4、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依据出资时的资产评估价值

确定，实际交易日与资产评估报告出具日相隔不足 10 日，股权价值与资产价值

一致，相关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上述交易行为涉及的出资及股权转让行为，是有

限公司和朝歌集团对《三方协议》约定的履行，是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

出资及股权转让事项经过了有限公司、朝歌集团和海淇商贸各自的股东会决议，

履行了必备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及资产过户手续，相关

交易行为真实有效。有限公司对海淇商贸出资行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请主办券商严格按照第一次反馈意见后关于附件１的制式要求

撰写督察报告并再次上传。 

【回复】 

已按照要求制作并上传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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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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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鹤壁京立医院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               

门彦顺 

 

 

项目小组成员：                                            

门彦顺                    王伟杰       

 

                                                          

吕振倩                    田健伟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