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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609,6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297%，

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代表股东对该股份的减持计划。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浩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1610 号）核准，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获准向杭州浩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浩红”）、杭州越群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越群”）、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中比基金”）、高志刚等 4 位交易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朱

伟海、何航等 2 位交易对象发行股份，合计发行股份 50,651,767 股购买各交易对

象合计所持有的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郝姆斯”）100%股权。同

时，公司向石聚彬、招证资管-同赢之好想你 1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 10 名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 59,590,313 股募集配套资金。 



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向杭州浩红、杭州越群等 6 名郝姆斯股

东发行合计 50,651,767 股股份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 59,590,313 股登记申请。 

上述新增股份均已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各认购方签署的股份锁定承诺，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60 个月

不等。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 2016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共计发行

110,242,080 股。根据公司 2016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经营期限及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总股

本由 147,600,000 股增至 257,842,080 股。 

2、根据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7,842,08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0 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257,842,08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515,684,16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交易对方

以郝姆斯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满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锁定期情况下，交易对象各自承诺按如下方式锁定上市公司本次向

其发行的股份： 

1、朱伟海、何航、中比基金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高志刚若在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以高志刚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

完成发行并上市之日为准），其持有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时间不足 12 个月

的（即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前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的），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超过 12 个月的（即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当日或之后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的），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3、杭州浩红、杭州越群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满 12 个月后，分五期解除股份转让限制（以下简称“解

禁”），解禁时间及解禁比例如下： 

（1）第一期解禁时间及解禁比例：解禁时间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价股份

上市之日（以交易对方各自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完成发行并上市之日为准）

起满 12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于业绩补偿

测算期间内前一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与净利润承诺数之间的差异情况进行补偿

测算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第一期解禁时依据的

是 2016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之日（以最后一个条件成就之日为准），杭

州浩红和杭州越群当期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额

的 10%。 

（2）第二期解禁时间及解禁比例：解禁时间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价股份

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且 2017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以最后一个

条件成就之日为准）；杭州浩红和杭州越群当期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易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0%。 

（3）第三期解禁时间及解禁比例：解禁时间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价股份

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 2018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以最后一个

条件成就之日为准）；杭州浩红和杭州越群当期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易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0%。 

（4）第四期解禁时间及解禁比例：解禁时间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价股份

上市之日起满 48 个月之日；杭州浩红和杭州越群当期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20%。 



（5）第五期解禁时间及解禁比例：解禁时间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价股份

上市之日起满 60 个月之日；杭州浩红和杭州越群当期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30%。 

进行第一期至第三期解禁时，应待《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视是否需要实

施业绩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且业绩承诺方已履行完毕相关年度补偿

义务后，予以解禁相关股份。如需实施股份补偿的，则当期解禁的股份合计数为：

杭州浩红和杭州越群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额×解禁比例—当年应补

偿股份数，可解禁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进行第四期和第五期解禁时，可解禁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限售承诺。 

（二）标的资产业绩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杭州浩红、杭州越群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杭州浩红、杭州越群承诺，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5,500 万元、人民币 8,500 万

元和人民币 11,000 万元。 

上述“承诺净利润”是指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述净利润为目标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需扣除本次交易所配套募集资金投入目

标公司的营运资金之资金成本。完成情况如下： 

期间 实际数（万元） 承诺数（万元） 是否完成 

2016 年度 5567.57 5500 是 

2016 年度，郝姆斯已完成上述承诺业绩，详见 2017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上刊登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好想你枣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核查意见》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7﹞3-317 号《关于杭州郝

姆斯食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四、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进行担保的行为。 



五、本次限售股解锁的解锁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2、本次可解锁的限售股为 31,609,6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1297%。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1 朱伟海       6,435,754.00      6,435,754.00  

2 何航       2,741,154.00       2,741,154.00  

3 中比基金      6,078,212.00       6,078,212.00  

4 高志刚      8,610,800.00       8,610,800.00  

5 杭州浩红    68,479,536.00       6,847,953.00  

6 杭州越群      8,958,078.00          895,807.00  

合计 - 101,303,534.00 31,609,680.00 

 

六、本次解锁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单位：股） 

本次变

动股份

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

售条件

流通股/

非流通

股 

311,333,004.00 60.37% - 31,609,680.00 279,723,324.00 54.24% 

高管锁

定股 
90,848,844.00 17.62% - - 90,848,844.00 17.62% 

首发后

限售股 
220,484,160.00 42.76% - 31,609,680.00 188,874,480.00 36.63% 

二、无

限售条

件流通

股 

204,351,156.00 39.63% 31,609,680.00 - 235,960,836.00 45.76% 

三、总

股本 
515,684,160.00 100.00% - - 515,684,160.00 100.00% 

 



七、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结论性意

见如下：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好想你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对好想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

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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