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通策医疗             证券代码：600763          编号：临 2021-044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驻浙江大学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购买相关物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为购买浙大创业研究院物业资产，标的为余政工出〔2020〕16

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2#，预测绘建筑面积为 2948.87

平方米；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 幢 1-18层，

预测绘建筑面积为 34733.54平方米；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

地块、C 区块）C4 幢部分物业，预估建筑面积约为 3117.59 平方米，合计 3

份物业，预估合作单价（人民币）1.2 万元/㎡，总成交价为 48960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完成本物业竞买后，用于口腔医院建设经营的相关风险。 

一、 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双方为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策医疗”）与浙江大学

创新创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创业研究院”）。浙大创业研究院由浙江

大学教育基金会出资设立，其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 

2.本次交易事项为购买浙大创业研究院物业资产，标的为余政工出〔2020〕16

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2#，预测绘建筑面积为 2948.87 平方

米；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幢 1-18 层，预测绘建

筑面积为 34733.54平方米；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区块）

C4幢部分物业，预估建筑面积约为 3117.59平方米，合计 3份物业，总成交价为

48960万元。 

http://stockxp.com/s/600570/


 

二、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双方 

出让方：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16号 3幢 206、207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30000MA27U0C66K  

法定代表人：王玲玲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与技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 57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30000102930559P 

法定代表人：吕建明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日用品、消毒用品的销售，投资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培训服务。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总部经济园物业如下： 

余政工出〔2020〕16 号地块（178-3 号地块、D 区块）D4-1#、D4-2#，预测绘建

筑面积为 2948.87 平方米，所需支付房款（人民币）按预测绘面积乘以单价计算为 

3538.644万元。 

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幢 1-18层，预测绘建筑

面积为 34733.54 平方米，所需支付房款（人民币）按预测绘面积乘以单价计算为

41680.248万元。 

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区块）C4幢部分物业，预估建筑

面积约为 3117.59平方米，按预估建筑面积乘以单价计算为 3741.108 万元。 

上述物业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 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 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 乙方购买物业位置和类型 

2.1 本协议项下乙方预定购买的总部经济园物业如下： 

2.1.1 二期物业： 

独栋物业：余政工出〔2020〕16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

2#。 

高层物业：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幢 1-18

层。 

配套物业：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区块）C4幢部分物

业。 

为免异议，本协议中的“独栋物业”、“高层物业”“配套物业”仅为双方对相应

物业类型的名称约定，最终物业类型以分割时房屋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上

的登记信息为准。 

2.2 甲方同意根据乙方新公司实际购买的物业面积配备车位，每 150平方米物

业面积配 1个车位。车位的具体位置和类型待物业交付时由甲方确定。车位仅有与

土地使用年限同等时长的使用权。 

3.乙方购买物业面积 

3.1 二期物业： 

3.1.1 独栋物业：余政工出〔2020〕16号地块（178-3号地块、D 区块）D4-

1#、D4-2#，预测绘建筑面积为 2948.87平方米。                   

3.1.2 高层物业：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 区块）B3幢

1-18层，预测绘建筑面积为 34733.54平方米。 

3.1.3 配套物业：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 区块）C4幢

部分物业，预估建筑面积约为 3117.59平方米。 

3.2 本条前款所指的独栋物业和高层物业面积为杭州市房地产测绘公司出具的

分套预测绘图纸建筑面积，配套物业面积为预估面积，实际建筑面积以分割实测绘

报告中载明的面积为准。 

4.乙方购买物业价格 

4.1 二期物业： 

独栋物业：余政工出〔2020〕16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



 

2#，优先级合作价（人民币）1.2万元/㎡，所需支付房款（人民币）按预测绘面积

乘以单价计算为 3538.644 万元。 

高层物业：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幢 1-18

层，优先级合作价（人民币）1.2万元/㎡，所需支付房款（人民币）按预测绘面积

乘以单价计算为 41680.248 万元。 

配套物业：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C区块）C4幢部分物业，优先级合作

价（人民币）1.2万元/㎡，按预估建筑面积乘以单价计算为 3741.108 万元。 

4.2 本条前款中的独栋物业和高层物业乙方所须支付房款暂根据杭州市房地产

测绘公司出具的分套预测绘图纸建筑面积计算，最终按分割实测绘建筑面积计算。

配套物业乙方所须支付房款暂根据预估建筑面积计算，最终按分割实测绘建筑面积

计算。 

4.3 本条前款中的优先级合作价为暂定预估价格，待本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完成

后以审计成本价为准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5.款项支付 

5.1 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之日后按如下约定向甲方分别支付以下预定物业首付款，

甲方应开具等额财务收据。 

5.1.1 二期物业： 

独栋物业：余政工出〔2020〕16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2#，

甲方提供该物业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0110202034028 号）、施工许可

证（编号 330110202011100501）经乙方审验后 30 日内，乙方按协议 5.2.1 条约定的

所须支付房款的 30%作为首付款，计人民币：1061.5932万元。 

高层物业：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 幢 1-18层，

甲方提供该物业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0110202034047 号）、施工许可

证（编号 330110202011030401）经乙方审验后 30 日内，乙方按协议 5.2.1 条约定的

所须支付房款的 30%作为首付款，计人民币：12504.0744万元。 

配套物业：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区块）C4 幢部分物业，

甲方提供该物业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0110202034037 号）、施工许可

证（编号 330110202009250901）经乙方审验后 30 日内，乙方按协议 5.2.1 条约定的

支付预估房款的 30%作为首付款，计人民币：1122.3324万元。 

5.1.2 乙方应于 2021年 12月 31日预付 8000万元，大写捌仟万元整；2022年 1



 

月 4日预付 6688万元，合计达到须支付预定物业首付款的 30%。待本协议经乙方内部

有权审批机构审核通过后，预付款转为首付款；如未能通过有权审核机构审核的，乙

方应以书面方式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应依据，经甲方同意后，本合同终止，乙方已支付

的预付款于合同终止后 30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回。 

5.2 乙方按如下约定分阶段向甲方分别支付物业购买款： 

5.2.1 二期物业： 

独栋物业：余政工出〔2020〕16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2#，

接到甲方物业结顶的书面通知经乙方现场验收通过后 30 日内，乙方按 5.2.1 条约定

支付所须支付房款的 20%作为物业阶段款，计人民币：707.7288 万元;该物业整体竣

工验收合格（含消防验收），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交付物业且已提交完整的物业交付资

料清单，物业及交付资料经乙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乙方按 5.2.1 条约定支付所须

支付房款的 50%作为物业阶段款，计人民币：1769.322万元。 

高层物业：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 幢 1-18层，

接到甲方物业结顶的书面通知经乙方现场验收通过后 30 日内，乙方按 5.2.1 条约定

支付所须支付房款的 20%作为物业阶段款，计人民币：8336.0496万元;该物业整体竣

工验收合格（含消防验收），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交付物业且已提交完整的物业交付资

料清单，物业及交付资料经乙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乙方按 5.2.1 条约定支付所须

支付房款的 50%作为物业阶段款，计人民币：20840.124万元。 

配套物业：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区块）C4 幢部分物业，

接到甲方物业结顶的书面通知经乙方现场验收通过后 30 日内，乙方按 5.2.1 条约定

支付预估房款的 20%作为物业阶段款，计人民币：748.2216 万元;该物业整体竣工验

收合格（含消防验收），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交付物业且已提交完整的物业交付资料清

单，物业及交付资料经乙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乙方按 5.2.1 条约定支付预估房款

的 50%作为物业阶段款，计人民币：1870.554 万元。 

5.3 在二期物业分割办证时，以分割实测绘报告上的面积结算面积差价，单价按

第 5.3条约定的审计成本价执行。分割实测绘面积与第 4.1条分套预测绘面积和预估

面积存在差异的，房款根据误差面积多退少补，甲乙双方须在分割实测绘面积确定后

30日内完成面积差异房款结算。 

6.物业交付与管理 

6.1 物业交付日期约定如下：  



 

6.1.1 二期物业： 

独栋物业：余政工出〔2020〕16号地块（178-3号地块、D区块）D4-1#、D4-2#，

交付时间不迟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高层物业：余政工出〔2019〕29号地块（178-2号地块、B区块）B3 幢 1-18层，

交付时间不迟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配套物业：余政工出〔2019〕28号地块（178-1号地块、C区块）C4 幢部分物业，

交付时间不迟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 

6.2 双方一致确认，物业交付乙方后尽管该等物业尚未办理产权分割登记，但乙

方新公司仍然享有该物业的产权登记期待权、长期使用权、收益权及孳息。甲方亦不

得以任何方式限制、阻碍、侵害乙方享有的该等权益。 

6.3 甲方交付物业须经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并通过整体项目的综合验收。甲方

按约定价格提供的物业交付标准详见附件三。配套物业交付不含装修，如乙方有装修

需求的，甲方可提供装修方案供乙方选择，届时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6.4 物业满足交付条件后，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物业交付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办理物业交付手续。 

7.产权办理与正式物业转让协议的签订 

7.1 乙方作为甲方战略合作的“优先级”客户，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甲方将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乙方，对乙方新公司所购置物业予以分割办理不动产证，帮助乙方

新公司办结本协议项下物业产权分割登记手续： 

（1）政府部门已批准总部经济园物业的分割转让事宜； 

（2）双方结算完毕差异款项； 

（3）双方完成物业交付手续； 

（4）甲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将总部经济园物业分割转让给乙方新公司。 

7.2 物业转让与办证有关的税费及其他各项费用由双方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各自

承担。 

7.3 本协议项下物业在签订本协议后至正式物业转让协议签订前，乙方同意甲方

仅可有限用于抵押之用途。甲方承诺在本协议项下全部物业涉及正式物业转让协议签

订前解除任何抵押措施，并保证在乙方新公司受让前，该等物业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和权利负担；若该等物业的权利瑕疵和权利负担在乙方新公司受让前未能消除的，甲

方需在 30 个工作日内彻底消除该等情形，否则甲方构成根本性违约，乙方有权单方



 

解除本协议，同时甲方自收到协议解除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全额退还乙方已付款并支

付协议总金额 20%标准的违约金。 

7.4 乙方新公司受让后、依法分割办证至乙方新公司名下之前，甲方承诺在本协

议项下全部物业不设置任何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抵押等），并保证在乙方新公司

依法分割办证前，该等物业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和权利负担；如甲方违反本款约定，

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同时甲方自收到协议解除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全额退还乙

方已付款并支付乙方已付款项 20%标准的违约金。 

8.违约责任 

8.1 如甲方违反约定，提供虚假资料导致乙方作出错误或不当判断的，乙方有权

单方通知解除本协议，如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由甲方全额承担； 

如乙方违反约定，导致甲方作出错误或不当判断的，甲方有权单方通知解除本协

议，如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由乙方全额承担。 

8.2 如因一方原因未按约定结算相应款项的，每逾期一日，该方须按本协议总金

额的 0.02%标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日未结算的，则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协议，该方应按照本协议总金额 20％的标准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8.3 如乙方新公司违反约定，随意变更企业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的，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或乙方新公司在 15个工作日内予以纠正。 

8.4 如乙方违反约定，乙方新公司被吊销或注销的，或将注册地或经营地迁出总

部经济园（含过渡物业空间）,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或乙方新公司按本协

议总金额的 20％标准支付违约金，在乙方已付款项中扣除违约金后的余款甲方无息足

额退还。 

8.5 如甲方未按约定交付物业，每逾期一日，甲方须每日按乙方已付款项金额

0.02%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 30日的，则乙方有权单方通知解除本

协议，甲方须全额无息退还乙方实际支付的协议款项，并按照乙方已付款项金额的 20％

标准支付违约金。 

乙方逾期支付本协议约定任一款项的，每逾期一日，须每日按应付未付款总额的

0.02%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的，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乙方须按照本协议逾期应付款项金额的 20％标准支付违约金，乙方已付预购房款扣除

违约金后的余款甲方无息退还。 

8.6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符合约定外，甲方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物业另行转让



 

或出借或租赁给第三方，否则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并撤

销或终止与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协议外，还有权要求甲方按乙方已付款项金额的 20％的

标准支付违约金。 

在本协议物业依法分割办证至乙方新公司名下之前, 除符合本协议约定外，乙方

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物业另行转让或出借或租赁给第三方，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

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并撤销或终止其与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协议外，还有权要求

乙方按本协议总金额的 2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8.7 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保密义务的，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

守约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8.8 其他由于违约方自身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被撤销的，视为违约方

根本性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通知解除本协议，除恢复原状外，违约方还应按本协议

总金额的 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8.9 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就全部损失

向违约方进行追偿。 

8.10 若一方因对方违约而提起诉讼,其所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财产保全

费、第三方诉讼担保服务费、评估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全部由败诉方承担。 

三、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对方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因此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通策医疗受让此次交易标的之后，后续将用于建设杭州未来科技城口腔医院，不

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四、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浙江大学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内，可用总面积约 40800

㎡，用于建设一家的口腔专科医院，设置儿童口腔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口

腔种植科、预防口腔科、牙周病科、口腔颌面科、口腔肿瘤科、口腔整形科、耳鼻喉

科、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医学检验科、临床体验、血液专业、药剂科、口腔急诊

室、消毒供应室、病案室等辅助科室。 

医院立足杭州市口腔医疗服务市场，面向全省，以口腔医疗服务为主，兼有疾病

预防、保健、科研、教学等功能，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为办院宗旨，以杭州口

腔医院的医疗专家队伍为依托，以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诊疗设备为手段，引进先进的医

疗管理和服务理念，为医疗需求者提供高档次、多层次、多样化的口腔医疗及保健服



 

务，努力争创医疗环境一流、技术水平一流、医疗设备一流、医疗服务一流的医院，

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使浙江省的口腔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七、备案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