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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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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名 称：贵州里定医疗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里定医疗 

证券代码：839093 

法定代表人：易东升 

董事会秘书：易莉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818号大数据创新中心8

楼 

电 话：0851-85965095  

传 真：0851-85187829 

网 址：http://www.ldxxw.com.cn/ 

电子邮箱：YL6903@126.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810万元，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现有业务投入、拓展业务投入以及偿还银行借款。通过此次股票发行，扩大

公司业务规模，提升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妇幼信息化行业的市场

地位。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股票发行为向不确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范围为满足《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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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35名。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2、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时，原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9.00元。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

业、公司成长性、最近一年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以及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多种

因素最终确定。 

（四）发行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拟发行数量为不超过90万股，募集资金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810万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其中认购股票的票面金额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投资款在扣除发行费用（包括券商财务顾问费、律师费、验资费等）后计入资本

公积。 

（五）公司除息除权、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

况，不会导致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

派息、转增股本事宜，不会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 

（六）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本

次发行的新增股份无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的安排。 

（七）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额为不超过810万元，扣除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费用约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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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剩余750万元将用于现有业务投入、拓展业务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 

序号 项目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现有业务投入 采血卡生产线扩建 100 

2 拓展业务投入 
远程医疗领域投入 150 

恩·秀儿产品投入 150 

3 补充流动资金 归还银行贷款 350 

合计 750 

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足810万元，公司将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按照

项目序号从前往后进行使用。公司可对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调整范围不超过预计金额的2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

房地产开发业务，不涉及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用于宗教投资。本次股票

发行募集资金若不能满足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现有业务投入的必要性分析与资金测算过程 

1）必要性分析 

血样标本采集卡是血液采集后检测前临时储存的医疗辅助器械，与其他的血

液采集方式相比，血样标本采集卡的采血速度更快，采血量更少。随着检测仪器

技术的进步，未来血液检测所需的血液将会越来越少，血样标本采集卡的应用范

围也会拓广。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提高公司采血卡的市场份额，

公司需对现有的采血卡生产线进行扩建，此部分预计投入金额为100万元。 

2）资金需求测算 

序号 项目 用途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采血卡生产线扩建 

生产线扩建1条 25 

打印机、钻床、洗床等设备 50 

人工费 25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拓展业务投入的必要性分析与资金测算过程 

1）必要性分析 

①远程医疗领域投入 



公告编号：（2017-33） 

 6 

远程医疗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遥感、遥测、遥控技术为依托，充分发挥大

医院或专科医疗中心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优势，对医疗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

海岛或舰船上的伤病员进行远距离诊断、治疗和咨询。 

我国人口的80%分布在县以下医疗卫生资源欠发达地区，而我国医疗卫生资

源80%分布在大、中城市，医院和高、精、尖的医疗设备也集中分布在大城市，

优质医疗资源存在供需不平衡的情形。随着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远程诊

疗平台将传统的线下诊疗向线上转移，使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下沉至基层，

满足基层患者的诊疗需求，降低医患双方的诊疗成本，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缓

解医疗资源的供需不平衡。因此，远程医疗在国内有着庞大的市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内涌现一大批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实体单位

和服务模式，我国远程医疗正进入规范化、大规模商业化发展阶段。 

依托公司在医疗信息化领域积累的经验，未来公司将通过设立子公司形式进

入此领域，预计初期投入150万元。 

②恩·秀儿产品投入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和《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相关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之规定：“我国公民享有适宜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权利。”，普及母婴保健知

识技能，提高孕产妇健康素养与出生人口素质。公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

院心脏中心、广东省小儿遗传代谢病诊治中心的支持下联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和孕产妇首诊医院(科室)推出一款以远程医疗平台为基础、健康保障为前

提、预防出生缺陷为中心的孕产妇孕期保障服务产品——恩·秀儿。 

该产品的核心组成部分为孕产妇首诊医院（科室），以恩·秀儿为载体，建

立以孕产妇为中心，服务工作更具体、服务内容更丰富的首诊医生工作站。密切

首诊医院（科室）对孕产妇的服务，展开专业（科室）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在线咨询、远程会诊、医疗信息查询、及时服务等多

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窗口。把远程医疗和贴身孕产妇家庭保健联系在一起，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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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孕产妇保健和预防出生缺陷联系在一起，形成无缝隙的孕产妇保健保障医

疗服务体系，该项目预计初始投入150万元。 

2）资金需求测算 

序号 项目 用途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远程医疗领域投入 
服务器 60 

人工费 90 

2 恩·秀儿产品投入 

3D 美术 90 

UI 设计 10 

程序开发员工资 30 

计算机设备 10 

存储服务器 10 

（3）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的必要性分析与资金测算过程 

1）必要性分析 

截至本发行方案出具日，公司的短期借款为700万元分别为： 

（1）2017年10月9日，公司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签订《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350万元，该笔借款将于2018年10月8日到期。 

（2）2016年11月28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签

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350万元，该笔借款将于2017年12月9

日到期。 

公司决定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借款350万到期后不再

续借，将通过此次募集资金来归还，以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2）资金需求测算 

序号 借款银行 借款本金（万元） 还款日期 到期需还本金（万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 
350.00 2017年12月9日 350.00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中35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此次募集资金为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后首次募集资金，不存

在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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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贵州里定

医疗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仅

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

或核准事项。 

三、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发行所募集

资金将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并将专户作为认购账户，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

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

向监管部门报备，对本次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1、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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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现有业务投入、拓展业务投入以及偿还银行借款，

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3、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

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1、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的情形。 

2、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 

3、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4、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先锋 

住所：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 108 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 号仰山公园东一门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107 

电话：010–57672000 

传真：010–576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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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李玉田 

经办人员：翟锡达、黄惠意、陈祥 

（二）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赫树平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涛、曹立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青云当代大厦22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话：010-51716789 

传真：010-51716790 

（三）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郑锡国 

经办律师： 吴强、刘梦 

住所：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 号邮政大厦十七楼 

邮政编码：550001  

电话：0851-86901517  

传真：0851-869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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