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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18-037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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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持上市公司主业发展，快速实现全国布局的战略规划，减轻上市公司资

金压力，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

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控股”）分别投资设立了投资并购基

金嘉兴信文淦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信文淦富”）及

南通美兆美年健康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基金”），主

要用于投资美年、美兆、奥亚体检中心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参与投资产业并购基金并签署合伙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2）及《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34）。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与论证，公司计划与嘉兴信文淦富在舟山、宁波、上海

等 10 余个地区分别投资美兆体检中心共计 12 家，与南通基金在江苏、重庆等地

区投资美兆体检中心共计 2 家。本次与嘉兴信文淦富及南通基金共同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17,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下属子公司分别与嘉兴信文淦富、南通基金拟投资的体

检中心情况具体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1、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嘉兴信文淦富拟投资体检中心总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 

名称 

投资 

方式 

 投前信息  
 本次转让、增资

金额  
投后信息 

注册 

资本 

公司 

占比 

其他股 

东占比 
转让 增资 

注册 

资本 

公司 

占比 

基金 

占比 

其他股

东占比 

1 舟山美兆 股转 5,000.00 100% - 4,500.00 - 5,000.00 1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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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美兆 股转 4,000.00 10% 90% 3,200.00 - 4,000.00 10% 80% 10% 

3 姑苏美兆 股转+增资 1,000.00 10% 90% 900.00 3,000.00 4,000.00 10% 90% - 

4 北京美兆 新设 5,000.00 10% 90% - 

5 南京美兆 新设 4,000.00 10% 90% - 

6 上海美兆 新设 4,000.00 10% 90% - 

7 青岛美兆 新设 4,000.00 10% 51% 39% 

8 长沙美兆 新设 4,000.00 10% 60% 30% 

9 常州美兆 新设 4,000.00 10% 90% - 

10 渝中美兆 新设 4,000.00 10% 50% 40% 

11 南宁美兆 新设 4,000.00 10% 70% 20% 

12 辽阳美兆 新设 4,000.00 10% 70% 20% 

合计 10,000.00 - - 8,600.00 3,000.00 50,000.00 - - - 

2、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南通基金拟投资体检中心总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 

名称 
投资方式 

 投前信息  
 本次转让、增资

金额  
投后信息 

注册 

资本 

公司 

占比 

其他股 

东占比 
转让 增资 

注册 

资本 

公司 

占比 

基金 

占比 

其他股

东占比 

1 江苏美兆 股转 5,000.00 10% 90% 4,500.00 - 5,000.00 10% 90% - 

2 重庆美兆 股转 5,000.00 10% 90% 3,000.00 - 5,000.00 10% 60% 30% 

合计 10,000.00 - - 7,500.00 - 10,000.00 - - - 

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嘉兴信文淦富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嘉兴信文淦富拟以 0 元人民币受让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美兆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兆”）持有的舟山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

山美兆”）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4,500 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 0 万元人民

币），本次股权转让前，舟山美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上海美兆持有其

10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上海美兆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持股 90%，

由上海美兆、嘉兴信文淦富根据《舟山美兆公司章程》相关约定，完成出资义务。 

2、嘉兴信文淦富拟以 0 元人民币受让张培良持有的宁波美兆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美兆”）8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2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0 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让前，宁波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

币，其中上海美兆持有其 10%的股权，非关联股东珠海莱斯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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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 10%的股权，非关联股东张培良持有其 8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上海美兆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持股 80%，珠海莱斯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 10%，由上海美兆、嘉兴信文淦富及珠海莱斯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宁

波美兆公司章程》相关约定，完成出资义务。 

3、嘉兴信文淦富拟以 0 元人民币受让赵婧持有的苏州姑苏美兆门诊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姑苏美兆”）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900 万元人民币，实缴

出资额 0 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让前，姑苏美兆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上海美兆持有其 10%的股权，非关联股东赵婧持有其 90%的股权。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上海美兆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持股 90%。由上海美兆、嘉

兴信文淦富根据《姑苏美兆公司章程》相关约定，完成出资义务。同时上海美兆、

嘉兴信文淦富再向姑苏美兆分别增资 300 万元人民币、2,700 万元人民币，合计

增资 3,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增资完成后，姑苏美兆注册资本变更为 4,000 万元

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持股 90%。 

4、上海美兆拟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在北京市共同投资设立

北京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拟持股 90%。 

5、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在南京市共同投资设立

南京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以下简称“南京美

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

拟持股 90%。 

6、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在上海市共同投资设立

上海美兆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以下简称“上

海美兆门诊”），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嘉兴

信文淦富拟持股 90%。 

7、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在青

岛市共同投资设立青岛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以下简称“青岛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

嘉兴信文淦富拟持股 51%，其他非关联股东拟持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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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在长

沙市共同投资设立长沙美兆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

准，以下简称“长沙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拟持股 60%，其他非关联股东拟合计持股 30%。 

9、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在常州市共同投资设立

常州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以下简称“常州

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嘉兴信文淦

富拟持股 90%。 

10、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非关联方周斌等 2

人在重庆市共同投资设立渝中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

为准，以下简称“渝中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

股 10%，嘉兴信文淦富拟持股 50%，周斌等 2 人持股 40%。 

11、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在南

宁市共同投资设立南宁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以下简称“南宁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

嘉兴信文淦富拟持股 70%，其他非关联股东拟持股 20%。 

12、上海美兆拟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与嘉兴信文淦富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在辽

阳市共同投资设立辽阳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以下简称“辽阳美兆”），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拟持股 10%，

嘉兴信文淦富拟持股 70%，其他非关联股东拟持股 20%。 

（二）与南通基金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南通基金拟以 0 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上海健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健亿投资”）持有的江苏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美兆”）

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4,500 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 0 元人民币），本次

股权转让前，江苏美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美兆持有其 10%的

股权，健亿投资持有其 9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美兆持股 10%，

南通基金持股 90%，由上海美兆及南通基金根据《江苏美兆公司章程》相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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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出资义务。 

2、南通基金拟以 0 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健亿投资持有的重庆美兆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兆”）6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0 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让前，重庆美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

币，其中上海美兆持有其 10%的股权，健亿投资持有其 60%的股权，重庆天亿

兴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天亿”）持有其 10%的股权，非关联方陈

春节、黄炫合计持有其 2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美兆持股 10%，

南通基金持股 60%，重庆天亿持有其 10%的股权，非关联方陈春节、黄炫合计

持有其 20%的股权，由上海美兆、南通基金、重庆天亿、陈春节及黄炫等根据《重

庆美兆公司章程》相关约定，完成出资义务。 

（三）关联关系 

1、上海中孵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孵创投”）为嘉兴信文淦

富普通合伙人，天亿控股为嘉兴信文淦富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中孵创投及天亿

控股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嘉兴信文淦富为公司关联方。 

2、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资产”）为健亿投资普通合

伙人，天亿控股为健亿投资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天亿资产及天亿控股均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健亿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 

3、中孵创投为南通基金普通合伙人，天亿控股为南通基金的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中孵创投及天亿控股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南通基金为公司关联方。 

4、因天亿投资为重庆天亿的控股股东，且天亿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

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重庆天亿为公司关联法人。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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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批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美玲女士、徐

可先生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俞熔先生、上海天亿实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卫成长（上

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徐可、

张胜江、林琳、温海彦、李林、崔岚、高伟、张宁、周宝福、孙彤、赵路、岳仍

丽、张丽需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嘉兴信文淦富 

名称：嘉兴信文淦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竹园路 100 号东方大厦 106 室-89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中孵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12 日 

合伙期限：2016 年 10 月 12 日至 2046 年 10 月 11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合伙人及其认缴情况：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北京信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4% 

2 中孵创投 普通合伙人 100 0.04% 

3 天亿控股 有限合伙人 65,000 24.98% 

4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5,000 74.94% 

合计 260,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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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亿投资 

名称：上海健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 9 幢 31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丝路华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俞熔）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18 日 

合伙期限：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035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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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及其认缴情况：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天亿资产 普通合伙人 100 0.07% 

2 丝路华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7% 

3 丝路华创资本（北京）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1% 

4 天亿控股 有限合伙人 15,000 9.99% 

5 美年健康 有限合伙人 15,000 9.99% 

6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66.57% 

7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500 12.31% 

合计 150,200 100 % 

3、南通基金 

名称：南通美兆美年健康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 1088 号江成研发园 3 号楼

387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舜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俞熔） 

成立日期：2018 年 01 月 05 日 

合伙期限：2018 年 01 月 0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从事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等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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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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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及其认缴情况：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舜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2% 

2 中孵创投 普通合伙人 100 0.2% 

3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59.76% 

4 
杭州海立美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19.92% 

5 美年健康 有限合伙人 5,000 9.96% 

6 天亿控股 有限合伙人 5,000 9.96% 

合计 50,200 100% 

4、重庆天亿 

名称：重庆天亿兴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439 号中国华融现代广场 3 幢 2201 号 

法定代表人：俞熔 

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物业管理（贰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物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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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 注册资本（万元） 比例 

1 上海天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50 51% 

2 重庆华融两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450 49% 

合计 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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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嘉兴信文淦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舟山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 

公司名称：舟山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海燕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食品厂路 78 号 802 室（自贸试验区

内） 

经营范围：健康管理咨询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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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舟山美兆目前未有任何资金到位，未发生任

何经营活动，故无相应的财务指标。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名称：舟山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海燕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食品厂路 78 号 802 室（自贸试验区

内） 

经营范围：健康管理咨询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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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嘉兴信文淦富 4,500 90% 

2 上海美兆 500 10% 

合计 5,000 100% 

具体以股权转让完成后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二）宁波美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 

公司名称：宁波美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月明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天健巷 35 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营养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珠海莱斯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00 10% 

3 张培良 3,200 80% 

合计 4,000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宁波美兆目前未有任何资金到位，未发生任

何经营活动，故无相应的财务指标。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名称：宁波美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月明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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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健巷 35 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营养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3,200 80% 

3 珠海莱斯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00 1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股权转让完成后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张培良、珠海莱斯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苏州姑苏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1、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前： 

公司名称：苏州姑苏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婧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住所：苏州市苏站路 1588 号世界贸易中心 B 座 3-4 层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的诊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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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100 10% 

2 赵婧 900 90% 

合计 1,000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姑苏美兆目前未有任何资金到位，未发生任

何经营活动，故无相应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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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 

公司名称：姑苏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婧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住所：苏州市苏站路 1588 号世界贸易中心 B 座 3-4 层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的诊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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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3,600 9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四）北京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拟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嘉兴信文淦富 4,500 90% 

2 上海美兆 500 10% 

合计 5,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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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京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168 号新地中心二期西格玛广场 3 楼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3,600 9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六）上海美兆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美兆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上海市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3,600 9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七）青岛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青岛崂山区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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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1,640 51% 

3 其他非关联股东 1,960 39%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八）长沙美兆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沙美兆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2,400 60% 

3 其他非关联股东 1,200 3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九）常州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高新区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3,600 90% 



15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十）渝中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渝中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2,000 50% 

3 周斌等 2 人 1,600 4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周斌等 2 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南宁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宁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南宁市清秀区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2,800 70% 

3 其他非关联股东 800 2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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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辽阳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辽阳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局最终核名为准） 

拟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册地址：辽阳市宏伟区南环街 

拟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400 10% 

2 嘉兴信文淦富 2,800 70% 

3 其他非关联股东 800 20% 

合计 4,000 100% 

具体以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五、与南通基金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 

公司名称：江苏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婧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09 日 

住所：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寺桥南街 22 号 

经营范围：营养健康管理及咨询、健身服务、美容服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医疗器械销售；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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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5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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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亿投资 4,500 90% 

合计 5,000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江苏美兆目前未有任何资金到位，未发生任

何经营活动，故无相应的财务指标。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名称：江苏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婧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09 日 

住所：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寺桥南街 22 号 

经营范围：营养健康管理及咨询、健身服务、美容服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医疗器械销售；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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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500 10% 

2 南通基金 4,500 90% 

合计 5,000 100% 

具体以股权转让完成后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二）重庆美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 

公司名称：重庆美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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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439 号中国华融现代广场 3 幢 2101 室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健康信息咨询（不含医疗及治疗）；医疗机构执业（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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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500 10% 

2 健亿投资 3,000 60% 

3 重庆天亿 500 10% 

4 陈春节、黄炫 1,000 20% 

合计 5,000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重庆美兆目前未有任何资金到

位，未发生任何经营活动，故无相应的财务指标。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名称：重庆美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6 日 

住所：南京市江宁高新园区天元东路 52 号 

经营范围：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439 号中国华融现代广场 3 幢 2101

室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健康信息咨询（不含医疗及治疗）；医疗机构执业（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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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比例 

1 上海美兆 500 10% 

2 南通基金 3,000 60% 

3 重庆天亿 500 10% 

4 陈春节、黄炫 1,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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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00 100% 

具体以股权转让完成后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陈春节、黄炫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资金来源 

上述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嘉兴信文淦富及南通基金共同对外投资涉及

的关联交易尚未签署正式的投资合作协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

告，上述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 

七、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嘉兴信文淦富及南通基金共同对外投资美兆体检中

心，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根据各地区投资企业的实际情况并

以结合行业惯例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 

八、特别承诺 

1、为避免及解决上述交易带来的同业竞争问题，天亿控股、中孵创投已在

与公司共同投资嘉兴信文淦富时向公司出具书面承诺，在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的情况下，嘉兴信文淦富承诺其投资的每个标的在完成出资或股权交割之日起

48 个月内，将其所持有的投资标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并严格履行该等资产注

入所需的各项法定程序，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将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2、为避免及解决上述交易带来的同业竞争问题，天亿控股、中孵创投已在

与公司共同投资南通基金时向公司出具书面承诺，在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情

况下，南通基金承诺其投资的每个标的在完成出资或股权交割之日起 48 个月内，

将其所持有的投资标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并严格履行该等资产注入所需的各项

法定程序，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将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3、为避免及解决上述交易带来的同业竞争问题，重庆天亿已向公司出具书

面承诺，在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情况下，在重庆美兆完成出资之日起的 48

个月内，将其所持有的重庆美兆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并严格履行该等资产注入所

需的各项法定程序，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将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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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加快高端体检市场的布局，通过与投资并购基金共同投

资体检中心的方式，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快速实现全国市场布局，在标的公司

运营一定时期后，或在符合注入公司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装入公司，进一步巩固公

司行业地位并提升公司经济效益，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公司分别与嘉兴信文淦富、南通基金及第三方有资金实力的个人及机构

共同投资美兆体检中心，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主业的同时，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更好地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大健康产业发展战略，有利于巩固公

司在健康体检行业的地位，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存在的风险 

上述对外投资如涉及许可经营事项需获得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审批。 

十、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事项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嘉兴信文

淦富、南通基金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均为 0 元。 

十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先确认，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通过与投资并购基金共同投资体检中心的方式，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

快速实现全国市场布局，在标的公司运营一定时期后，或在符合注入公司条件的

情况下选择装入公司，进一步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并提升公司经济效益，更好地维

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亦未违反其相

关承诺，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嘉兴信文淦富、南通基

金共同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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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涉及议案发表

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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