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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公司 广告

莲池医院欲冲刺北交所
或成北交所山东民营医院第一股

山东三大省管企业正职调整
“新面孔”都是财务专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拟对东营市

鸿信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到2022年5月31日，该

债权总额为358 . 04万元，其中本

金296万元。债务人位于东营市

广饶县，该债权由山东正宇车

轮集团有限公司、商好峰、吴

学光提供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和良好社会

信誉，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

我 公 司 网 站 ， 网 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

司联系。

联系人：张经理 刘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080272

0531-87080375

电子邮件： z h a n g k u o@

c i n d a . c o m . c n , l i u j i a n 5 @

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

市历下区经十路11001号中国人

寿大厦29、3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话：信达山东省分公

司：王先生0531-87080370；徐

先生0531-87080262，财政部山

东监管局：0531-86063055，李

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bo@

c i n d a . c o m . c n 、 x u t e n g 1 @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

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

2022年6月22日

6月20日，随着中交一公局集团

临沂经开区安置房项目抹灰首件工程

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项目施工全面

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建设单位、监理

单位及项目相关人员参与验收。

项目由24栋单体工程组成，总建

筑面积29 . 03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

括24栋住宅楼、商业配套、地下车

库、附属配套用房等工程，建成后可

满足1600余户居民的安置需求。项目

部坚持“方案先行、样板指路”，合

理组织施工、科学谋划、周密部署，

加强过程质量管控，加快工程建设速

度，加大完成部分勘测养护力度，保

证高效高质作业，为后续施工提供充

足的作业面。 (郭建 陕钰馨)

中交一公局临沂经开区
安置房项目抹灰首件工程通过验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导报记者 段海涛 济南报道

在接受IPO辅导半年后，淄

博新三板挂牌公司莲池医院

(831672 .NQ)将拟上市板块由创

业板变更为北交所，并在近日

公布了4亿元的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冲刺北交所山东民营医院

第一股的意图愈发明显。

据齐鲁壹点报道，莲池医

院创始人系莆田(中国)健康产业

总会副监事长兼宁夏分会监事

长陈志强。目前，陈志强为莲

池医院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去

年 1 1月，莲池医院曾就公司

“拟于2022年4月30日后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申报上市、大股东

保证收益等”微信朋友圈传闻

作出澄清，声称公司正积极筹

划创业板上市事宜，暂无其他

资本市场规划。而在2022年4月

27日，莲池医院公告变更IPO申

报板块为北交所，也让人感慨

世事无常。

拟投3 . 56亿募集资金

用于莲池骨科迁建

莲池医院6月20日披露，公

司于6月17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

案》，在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的情况下，公司拟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358万股(含本数)，发行底价为

11 . 8元/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投资于“莲池骨科迁

建项目”和“信息化升级与建设

项目”，拟使用的募集资金分别

为3 . 56亿元和5076 . 10万元。

“目前山东在北交所共有

11家上市公司，但还没有民营

医院类公司。”华东某券商自

营部经理严鹏对经济导报记者

分析说，如果莲池医院真能如

愿上市，将成为北交所山东民

营医院第一股。严鹏表示，民

营医院IPO上市颇为不易，北交

所近100家上市公司中，也没有

民营医院公司，莲池医院能否

实现突破，颇引人关注。

据年报披露，莲池医院全

称为淄博莲池妇婴医院股份有

限公司，目前全资拥有3家专科

医院、1家健康产业公司及1家

参股专科医院。莲池医院是由

淄博市卫生局核准的民营妇产

专科医院，主营业务是向客户

提供产科、妇科、儿科、骨

科、健康体检、预防接种等方

面的预防、保健、医疗服务，

同时向客户提供部分内科、外

科、口腔科、中医科等方面的

预防、保健、医疗服务。

子公司青岛莲池妇婴医院

从事产科、妇科、儿科等方面医

疗服务；子公司淄博莲池骨科医

院主要从事膝关节置换、髋关节

置换等医疗服务；淄博莲池贝森

主要从事健康产品代理及销售

服务。另外在2021年5月，莲池医

院以1 . 3亿元完成投资重庆长城

医院48%股权的工作。

财务数据显示，莲池医院

2020年和2021年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24090 . 56万元、29907 . 75万

元，毛利率分别为 3 4 . 9 7 %、

36 . 71%，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3261 . 12万元、

5265 . 98万元，在营收增长24%的

情况下，净利润增幅高达61%。

莲池医院表示，2021年公

司应对国家生育率大幅下滑及

高值耗材集中采购、带量采购

带来的经营不利，整合业务团

队，深耕妇儿及骨科专业，医

疗业务做精做透。增加骨科诊

疗服务范围，并在关节外科开

展膝关节外侧单髁置换术、手

术定位导航系统运用、髌骨

关节置换术保膝阶梯治疗等

新业务。

据大众网报道，4月16日淄

博莲池骨科医院举行迁建项目

奠基仪式，新院区是一座17层

的门诊病房综合楼，总建筑面

积43000平方米，预计开放床位

500张，计划于2024年5月1日投

入使用。

创业板和北交所

“应需而变”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莲

池医院成立于2007年8月，2015

年1月在新三板挂牌，目前处于

新三板创新层，公司控股股东

为淄博中雅投资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陈志强，控制着莲

池医院47 . 89%的股份。

据披露，陈志强1971年12月

出生，1996年2月至2005年5月，

从事木材个体工商业务；2005

年6月至今，担任中雅投资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同时自2007年

开始在莲池医院任职，董事长

一职更是从2 0 1 4年5月担任至

今。另外，陈志强还在2013年10

月至2022年1月任淄博福建商会

会长。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

登陆更高层次资本市场的路径

上，莲池医院曾数度摇摆。据

悉，2020年5月莲池医院曾与东

方证券签订辅导协议，拟在精

选层挂牌，但在2 0 2 1年4月终

止。2021年10月底，莲池医院与

招商证券签订辅导协议，并于

11月初在山东证监局备案，拟

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创业板上

市。

而在2021年11月底，微信朋

友圈出现了关于莲池医院传

闻，内容为“ (莲池医院 )拟于

2022年4月30日后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申报上市、锁定期 1 2个

月、大股东保证收益”等。莲

池医院随即发布澄清声明，称

“公司正积极筹划创业板上市

事宜，暂无其他资本市场规

划”，“经问询，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没有对外出具过

保证收益的相关内容”。

不过，事情没有变化快。

2022年4月27日，莲池医院发布

公告称，公司在4月与招商证券

重签了辅导协议，原创业板辅

导协议解除，并在4月25日向山

东证监局报送了拟申报板块变

动申请，拟申报板块变更为北

京证券交易所。

对于莲池医院何时能完成

辅导、在北交所上市的时间规

划等问题，经济导报记者22日

多次拨打莲池医院投资者联系

电话，可始终无人接听。

而据报道，莲池医院相关

下属企业近年来多有因违规被

处罚的情况。比如，2 0 1 8年7

月，淄博莲池骨科医院因使用

未依法注册的彩色超声诊断系

统医疗器械，被执法部门没收

彩色超声诊断系统；2 0 1 9年6

月，因存在未对患者进行放射

防护等问题，淄博莲池骨科医

院再度被张店区卫生健康局罚

款6000元；2021年6月，据青岛

市网上行政处罚大厅显示，青

岛莲池妇婴医院因未按规定填

写、保管病历资料，被青岛市

城阳区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1

万元。

对于公司面临的风险，莲

池医院也有清醒的认识。比如

在行业竞争风险方面，莲池医

院表示，目前全资拥有3家专科

医院、1家健康产业公司及1家

参股专科医院，但未来成长预

期仍存有不确定性，公司集团

化运营管理经验仍需积累，对

外扩张存在风险。公司专科医

院的盈利能力水平与行业中集

团化运作的专科连锁医院整体

水平相当，但距离专科连锁医

院中经营业绩较好的单体医院

盈利水平仍存差距，存在一定

的市场竞争风险。另外，公司

收入来源地集中在淄博与青

岛，公司短期内仍会存在收入

来源地较少的风险。

为应对这种风险，莲池医

院表示，公司将继续加快青岛

莲池医院的发展速度；实施淄

博莲池骨科医院的迁建，扩大

经营规模。同时，适时通过新

设或收购妇婴、骨科医院的方

式，扩大市场份额及服务区域

范围。

◆导报记者 王雅洁 济南报道

继山东黄金集团总经理李国红6月

15日出任华鲁集团总经理后，又有两

家省管企业正职近日出现变动。

李航履新

山东黄金集团总经理

6月20日，山东黄金集团官网发布

消息称，当天集团召开2022年第十一

次重点工作推进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满慎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

记、董事、总经理李航主持会议。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李航此次

以山东黄金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的身份公开亮相，他此前的职

务是山东高速集团副总经理。

除出现在6月20日的工作推进会上

外，李航首次以新身份出现山东黄金

集团的新闻中，是6月19日出席集团举

办驻济总部员工趣味运动会。而在6月

7日召开的2022年第十次重点工作推进

会上，主持会议的还是时任山东黄金

集团总经理的李国红。

也就是说，李航履新山东黄金集

团的时间，就在最近一周内。

此前，6月2日发布的中共山东省

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显示，李

航，男，汉族，1970年1月生，在职研

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

理、总审计师，拟任省管企业正职。

另据公开信息，李航为国际注册

会计师，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轻骑摩

托车集团总公司担任副总裁秘书兼财

务部海外科科员，2000年从中国轻骑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任上调入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后担

任集团财务部部长。

作为专家型高管，李航在财务领

域有较高的声望，曾获“2013中国总会

计师年度人物”奖，被推选为济南市第

十一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入选山东省

首批泰山产业领军人才，2015年被授予

“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

经济导报记者致电山东黄金集

团，欲了解李航与李国红的工作调动

事宜，联系未果。随后，经济导报记

者向该集团邮箱发送核实邮件，截至

发稿未收到回复。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李国红还兼

任山东黄金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山东黄

金(600547 .SH)董事长。在6月16日发布

董事长辞职消息的同时，山东黄金披

露，董事会提名李航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本议案尚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6月22日上

午，经济导报记者就李航的人事安排

工作致电山东黄金证券部，该电话一

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李航与李国红

均为管理学博士

在李航到任山东黄金集团前一

周，山东黄金集团原总经理李国红刚

刚出任华鲁集团总经理，两家企业都

是山东排名靠前的省管企业，其中华

鲁集团总经理位置在过去一年中一直

处于空缺状态。

据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公告，李国红，男，汉族，1970年10月生，

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无党派。

从履历来看，李国红与李航有许

多相似之处，例如两人都出生于1970

年，都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两人

还都是专业财务人员，李航是国际注册

会计师，李国红则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都有极为丰富的财务投资经验。

与李航一样，李国红也一直在国

企从事财务工作，早年曾担任安徽中

烟工业公司审计部主任科员、安徽中

烟合肥卷烟厂财务总监等职，后一度

出任山金金控董事长、山金期货董事

长、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山东黄金董事长等职，

都与财务投资密切相关。

山东黄金集团、华鲁集团，都是

由山东省国资委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省

管企业，且在省管企业中体量非常靠

前。2015年，山东启动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改建组建工作，两家公司都

是目前山东国有资本重要的投资运营

主体。

许庆豪出任

山东财欣董事长

还有一家正职变动的省管企业，

是山东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下称

“山东财欣”)。

近日，山东财欣官网更新领导团

队信息，显示山东省审计厅原副厅长

许庆豪已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6月2日披露的山东省委组织部干

部任前公示公告显示，许庆豪，男，

汉族，1966年5月生，大学，中共党

员。现任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拟任省管企业正职。

公开履历显示，他1991年7月参加

工作，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审计师。

许庆豪同样拥有丰富的财务审计经

验，2015年7月至2017年2月，曾担任山

东省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主任，2017

年2月开始担任山东省审计厅副厅长。

公开信息显示，山东财欣是由省

财政厅代表省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省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注册资本100

亿元，功能定位为全省划转企业国有

股权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承接主体和

省级行政事业性资产统筹盘活的运营

平台。

经济导报记者就领导团队信息更

新事宜，致电山东财欣，其官网公布

的多个电话均为传真，无法接通。经

济导报记者随后向该公司邮箱发送核

实邮件，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今年以来，山东财欣经营发展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多项指标创历史新

高。据公司官网介绍，1-5月，山东财

欣实现营业收入1 . 27亿元，同比增长

46%；利润总额7134万元、净利润6323

万元，同比增长97%；成本费用利润

率126 . 79%，投入产出比处于良好水

平。山东财欣预计，上半年营收同比

增长30%左右、利润同比增长50%以

上。截至 5月末，公司资产总额达

1476 . 20亿元。

作为山东省划转企业国有股权充

实社保基金工作的承接主体和省级行

政事业性资产统筹盘活的运营平台，

山东财欣积极履行社保基金股东职

责，今年1-5月，实现股权分红收入

2336万元，累计实现分红4 . 89亿元。

此外，在重点项目运营和市场化

投融资方面，山东财欣积极推进相关

工作。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新增

投资6 . 41亿元，市场化投资余额达到

24 . 86亿元，较年初增长21 . 80%。

黎 明 保 险 经 纪 人 马 萌 ， 服 务 协 议 ( 编 号

VIPLMFW000281988X)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山东黄金集团、华鲁集团，都是由山东省国资委

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省管企业，且在省管企业中体量

非常靠前。山东财欣是由省财政厅代表省政府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省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目前山东在北交所共有11家上市公司，但

还没有民营医院类公司。如果莲池医院真能如

愿上市，将成为北交所山东民营医院第一股

莲池医院2015年1月在新三板挂牌，目前处于新三板创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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