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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福肾脏病医院有限公司_历史变更_企查查(38594580)
变更记录 34
序号 变更日期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1 2020-07-15 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董事

、监事、经理等）

李复振【退出】 贺欣【新增】

2 2020-07-15

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董事

、监事、经理等）
带有*标记的为法定代表
人

明霞*
陈翔
张经超【退出】

明霞*
陈翔
李超辉【新增】

3 2019-04-26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

合科、血液透析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血液透析室、特殊医疗用途配方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4 2019-04-26 投资人(股权)变更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

合科、血液透析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血液透析室、特殊医疗用途配方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5 2015-04-20
法定代表人变更
带有*标记的为法定代表
人

曾永康 明霞*

6 2015-04-20 其他事项备案
1000 1513.25

7 2015-04-20 股东或股份发起人改变姓

名或名称变更

新华医疗健康产业(湖北)有限公司 新华医疗健康产业(湖北)有限公司,货币

8 2015-04-20 出资方式变更
新华医疗健康产业(湖北)有限公司 新华医疗健康产业(湖北)有限公司,货币

9 2015-04-20 注册资本(金)变更
1000万元人民币 1513.25万元人民币(+51.32%)

10 2015-04-20 章程备案
/ 李复振,监事

11 2015-04-20

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董事
、监事、经理等）
带有*标记的为法定代表

人

/

明霞*,董事兼总经理

【新增】
张经超,董事【新增】
陈翔,董事长

【新增】

12 2015-04-20 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董事

、监事、经理等）

/ 李复振,监事【新增】

13 2014-12-22

股东或股份发起人改变姓

名或名称变更
带有*标记的为法定代表
人

明红【退出】

曾永康【退出】

明霞*【新增】

新华医疗健康产业(湖北)有限公司【新增】

14 2011-09-01 名称变更
成都康福医院有限公司 成都康福肾脏病医院有限公司

15 2011-09-01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
合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8月5日)。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血液透析室(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6年8月22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16 2010-09-06 出资额变更
曾永康 1000

17 2010-09-02 出资方式变更
曾永康 曾永康,货币

18 2010-09-02 出资比例变更
曾永康,20.0% 曾永康,80.0%(+60)

19 2010-09-02 章程备案
/ 明红,监事

20 2010-09-02 法定代表人变更
林青青,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曾永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1 2010-09-02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皮肤病专
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凭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3年10月28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
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8月5日)。

22 2010-09-02 经理备案
/ 曾永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新增】

23 2010-09-02 投资人(股权)变更
曾永康
卢红建【退出】

曾永康
明红【新增】

24 2010-04-23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外科、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中西医结合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3年10月28
日)。

内科、普通外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3年10月28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除
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25 2009-11-10 法定代表人变更
董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林青青,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6 2009-11-10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外科、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影

像科、中西医结合科、医学检验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0年11月1
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
有效期内经营)。

内科、外科、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西医结合科(凭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3年10月28日)。

27 2009-11-10 经理备案
/ 林青青,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新增】

28 2009-07-15 法定代表人变更
卢红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董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9 2009-03-02 出资额变更
卢红建;
曾永康; 1000

30 2009-02-26 出资方式变更
卢红建
曾永康

卢红建,货币
曾永康,货币

31 2009-02-26 实收资本变更
450万元人民币 1000万元人民币(+122.22%)

32 2008-11-18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急诊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0年
11月1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

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内科、外科、妇科专业、耳鼻咽喉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学科、医学影像科、中西医结合科、医学检验科。(凭
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0年11月1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
期内经营)。

33 2008-08-25 经营范围变更
内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急诊科。(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内科、医学影像科、医学检验科、急诊科。(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0年11月1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34 2008-08-22 实收资本变更
450万元人民币 1000万元人民币(+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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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1.1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曾用名： 成都圣路易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80001344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590205187A

纳税人识别号： 91510108590205187A

进出口企业代码： -

法定代表人： 汪洋

组织机构代码： 59020518-7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所属行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成立日期： 2012-01-19

核准日期： 2018-11-14

营业期限： 2012-01-19 至 3999-01-01

登记机关： 成华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人员规模： 100-199 人

参保人数： 172

注册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昭觉寺横路 2 号

经营范围： 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专业/外科/普通外科

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儿科/小儿消化专业/小儿呼吸专业/眼科/耳

鼻咽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咽喉科专业/口腔科/口腔内科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

业/口腔预防保健专业/皮肤科/皮肤专业/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

像科/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妇科专业)/儿

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养老服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主要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汪洋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 田文力 监事

对外投资信息及在外任职信息请下载《董监高投资任职及风险报告》。



联系电话：400-928-2212 

苏州朗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  

1.3分支机构
暂无分支机构，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1.4变更记录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变更前 变更后

1 投资人(股权)

变更
2018-11-14 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

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儿

科/小儿消化专业/小儿呼吸专业/眼

科/耳鼻咽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

咽喉科专业/口腔科/口腔内科专业/

口腔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预

防保健专业/皮肤科/皮肤专业/急诊

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

/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

专业(妇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

业/老年病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凭许可证范围经营,有效期自 201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1

日)。

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

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儿

科/小儿消化专业/小儿呼吸专业/眼

科/耳鼻咽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

咽喉科专业/口腔科/口腔内科专业/

口腔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预

防保健专业/皮肤科/皮肤专业/急诊

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

/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

专业(妇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

业/老年病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养老

服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联络员备案 2017-06-30 汪洋* ***** 备案手机:****** 汪洋* ***** 备案手机:******

3 其他事项备

案
2017-04-06 / 汪洋*,***

4 联络员备案 2017-04-06 / 汪洋*,139****5793

5 联络员备案 2016-06-15 朱妍,137****2007 朱妍,159****6424

6 名称变更 2014-07-31 成都圣路易医院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7 名称变更 2013-08-15 成都成华后工医院有限公司 成都圣路易医院有限公司

8 住所变更 2013-05-28 成都市成华区昭觉横路 2、4 号(驷马

桥 460 号)

成都市成华区昭觉寺横路 2 号

9 名称变更 2013-05-28 成都成华后工医院有限公司 成都圣路易医院有限公司

10 经营范围变

更
2013-01-21 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

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儿

科/小儿消化专业/小儿呼吸专业/眼

科/耳鼻咽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

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

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儿

科/小儿消化专业/小儿呼吸专业/眼

科/耳鼻咽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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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科专业/口腔科/口腔内科专业/

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预防保

健专业/皮肤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

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

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

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

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

医科/内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

业/老年病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妇

科专业、疼痛科。(凭许可证范围经

营,有效期至 2013 年 01 月 08 日)。

咽喉科专业/口腔科/口腔内科专业/

口腔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预

防保健专业/皮肤科/皮肤专业/急诊

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

/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

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

专业(妇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

业/老年病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

(凭许可证范围经营,有效期自 201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1

日)。

11 经营范围变

更
2012-05-29 筹建。 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

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儿

科/小儿消化专业/小儿呼吸专业/眼

科/耳鼻咽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

咽喉科专业/口腔科/口腔内科专业/

正畸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预防保

健专业/皮肤科/皮肤病专业/急诊医

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

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

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

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

医科/内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

业/老年病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科/妇

科专业、疼痛科。(凭许可证范围经

营,有效期至 2013 年 01 月 08 日)。

12 经营期限(营

业期限)变更
2012-05-29 2012-04-18 3999-01-01

13 名称变更 2012-05-29 成都成华后工医院有限公司(筹) 成都成华后工医院有限公司

14 出资额变更 2012-05-29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5 出资方式变

更
2012-05-29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货

币;

1.5联系信息
电话： 13908035793

邮箱： 30778510481aa@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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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ww.cdcbyy120.com

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昭觉寺横路 2 号

二、股东信息

2.1股东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日期

1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1000 100% -

以上出资比例信息可能滞后或未显示，如需准确的股东出资比例，请下载《企业信用报告专业版》。

2.2疑似实际控制人信息
疑似实际控制人 总股权比例

汪洋 90%

备注：总股权比例=持股人股权比例+其关联企业所占股权折算后比例。

三、企业对外投资
暂无企业对外投资，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四、法律诉讼

4.1被执行人信息
序号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元） 立案日期

1 （2019）川 0108 执 1590 号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10866440 2019-05-06

2 （2020）川 0108 执 681 号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671469 2020-03-11

4.2失信被执行人
暂无失信被执行人，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4.3裁判文书
序号 案号 裁判文书标题 案由 执行法院 发布日期

1 （2019）川

0108 行审 9 号

成都市成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非诉执

行审查行政裁定书

其它类型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20-03-30

2 （2019）川

0107 民初

5883 号

成都法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法院
2020-03-05

3 （2019）川

0191 执

10064 号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19-12-24

4 （2019）川 杨德文、汪洋、成都城北医院 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20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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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执异 139

号

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执行审查

类执行裁定书

人民法院

5 （2019）川

0108 民初

7728 号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与成都城北

医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审民事判决书

服务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9-11-15

6 （2019）川

0114 民初

4973 号

四川仁通医药有限公司与成都

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市新都区

人民法院
2019-10-31

7 （2019）川

0191 民初

7744 号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与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19-10-15

8 （2019）川

0191 民初

8925 号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限公司

与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19-10-15

9 （2019）川

0105 民初

6778 号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与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法院
2019-10-08

10 （2019）川

0108 民初

6178 号

成都泓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服务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9-09-27

11 （2019）川

0108 民初

4919 号

成都启迪奇盛科技有限公司与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9-08-16

12 （2019）川

01 民初 2803

号

伍邦良与ＸＸ、四川康福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审民事裁定书

合同纠纷 四川省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9-07-01

13 （2019）川

0105 财保 33

号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因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

纷其他裁定书

财产保全 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法院
2019-06-06

14 （2019）川

0108 民初 739

号

ＸＸ、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杨德文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

书

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9-06-05

15 （2019）川

0108 民初

3069 号

成都泓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服务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9-05-10

16 （2017）川

0108 民初

3807 号

原告张淑琼、何成明、何俊汝、

何俊杰与被告成都城北医院有

限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一审民事裁定书

医疗损害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7-09-05

17 （2016）川民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四川省高级人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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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680 号 司与四川省双龙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

事判决书

纷 民法院

18 （2015）成华

民初字第 686

号

成都安记创展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与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买卖合同纠纷 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法院
2015-07-30

4.4法院公告
序号 公告类型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 刊登日期

1 裁判文书 成都法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2019-11-21

4.5开庭公告
序号 案号 开庭时间 案由 公诉人/原告/上诉人/申请人 被告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

人

1 （2019）川

0108 民初

6875 号

2019-12-

11 14:39

服务合同

纠纷

中融安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华分公司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2 （2019）川

0107 民初

5883 号

2019-11-

05 09:33

买卖合同

纠纷

成都法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3 （2019）川

0191 民初

7744 号

2019-09-

11 09:37

买卖合同

纠纷

四川太平洋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4 （2019）川

0105 民初

6778 号

2019-06-

04 14:00

买卖合同

纠纷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5 （2019）川

0108 民初 739

号

2019-02-

26 13:20

- 杨德文 汪洋,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6 （2017）川

0108 民初

2701 号

2017-05-

17 09:30

- 成都城北医院有限公司 欧阳政

7 （2013）成民

初字第 00557

号

2016-03-

18 09:00

- 四川省双龙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成华后工医院有限公司

4.6送达公告
暂无送达公告，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4.7股权冻结
暂无股权冻结，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联系电话：400-928-2212 

苏州朗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4.8立案信息
暂无立案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五、企业风险

5.1经营异常
暂无经营异常，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2严重违法
暂无严重违法，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3动产抵押
序号 登记编号 登记日期 登记机关 被担保债权数额 状态

1 （成华）工商动抵字

[2016]第 0001 号
2016-01-04 成华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450 万元人民币 无效

2 （成华）工商动抵字

[2015]第 0009 号
2015-02-12 成华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1000 万元人民币 无效

5.4行政处罚
序号 决定文书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公示日期 决定机关 决定日期

1 成工商处

[2019] 015
号

广告违法行为广告内容一

般准则标准其他一般准则

标准

暂未缴纳 2019-03-

27

成都市成华区

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9-03-

27

2 （成华）食药

监药罚

〔2019〕01

号

药品行政处罚 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和非法

财物

2019-10-

17

成都市成华区

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9-01-

16

3 成华市监处字

〔2018〕第

031 号

广告违法行为广告内容一

般准则标准广告含有虚假

的内容,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已执行 2018-03-

20

成都市成华区

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8-03-

20

5.5税收违法
暂无税收违法，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6环保处罚
暂无环保处罚，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7清算信息
暂无清算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8司法拍卖
暂无司法拍卖，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9土地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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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土地抵押，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10简易注销
暂无简易注销，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11公示催告
暂无公示催告，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5.12欠税公告
暂无欠税公告，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六、年报信息
年报年份

年份 2018 年度报告 2017 年度报告

发布日期 2019-06-19 2018-03-21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股东（发起人）及出资信息（单位：万人民币）

发起人 认缴金额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方式 实缴金额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方式

2018 年度报告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2012-01-19 货币 1000 2012-01-19 货币

2017 年度报告

四川康福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2012-01-05 货币 1000 2012-01-05 货币

七、财务信息

7.1股权出质
序号 登记编号 质权人 出质人 出质股权标的

企业

出质股权数额

（万元）

状态 登记日期

1 51010810005

63

南充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四川康福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

有限公司
1000 无效 201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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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010810003

78

南充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金牛支

行

四川康福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成都城北医院

有限公司
1000 无效 2015-02-15

7.2税务信用
暂无税务信用，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7.3融资信息
暂无融资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八、知识产权

8.1专利信息
暂无专利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2商标信息
暂无商标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3证书资质
暂无证书资质，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4软件著作权
暂无软件著作权，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8.5作品著作权
序号 作品名称 登记号 登记日期 类型 首次发表日期 创作完成日期

1 成都城北医院院徽 国作登字-2015-

F-00176919

2015-02-05 美术 2014-08-20 2014-08-10

8.6网站域名
暂无网站域名，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九、经营信息

9.1产品信息
暂无产品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2招聘信息
暂无招聘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3招投标
暂无招投标，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4进出口信用
暂无进出口信用，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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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行政许可
工商局

序号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自 有效期至

1 川环许 A 成华 0220 《排污许可证》核发 2014-12-08 2019-12-07

2 JY35101080008074 食品经营许可证 2016-03-04 2019-03-03

3 川卫证字[2016]第 510108000293 号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2016-10-28 2020-10-27

信用中国

序号 项目名称 决定文书号 许可机关 地域 决定日期

1 - - 省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

窗口

总局 2019-03-26

2 - - 市场监管局 总局 2016-06-06

9.6新闻舆情
序号 标题 来源 时间

1 同舟共济同心战“疫” 法制网 2020-02-28

2 因缺少医生，法国 9 城颁布命令“禁止生病” 网易号 2020-02-20

3 同舟共济战疫情 四川省公证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 网易号 2020-02-19

4 全国公证行业全力做好抗疫服务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

部-公共法律服务
2020-02-06

5 面对疫情，公证人员仍在坚守使命奋战一线 网易号 2020-02-02

6 面对疫情，四川成都成华公证处圆满完成“特殊”任务 一点资讯 2020-02-01

7 四川成都 曝光 12 起违法广告 中国消费网 2018-07-27

8 成都曝光一批典型违法广告 中国工商报 2018-07-24

9 欺骗误导消费者 成都曝光 12 起违法广告 中国消费网 2018-07-19

10 成都工商曝光 12 起虚假违法广告 两家医院上黑榜 中国消费网 2018-07-17

11 成都工商曝光 12 例违法广告 包括城北医院等_新浪四川_新浪网 新浪四川站 2018-07-17

9.7抽查检查
序号 类型 结果 查检实施机关 日期

1 抽查 正常 成都市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06-20

9.8微信公众号
暂无微信公众号，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9地块公示
暂无地块公示，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10购地信息
暂无购地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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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土地转让
暂无土地转让，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9.12债券信息
暂无债券信息，不排除存在时间相对滞后或工商未公示的情况，仅供客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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