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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77,139,393 股，将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9 年 11 月 18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俞熔先生，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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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项目 指 释义 

发行人、美年健康、公司、

上市公司 
指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企业，证券代码（002044） 

阿里网络 指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 指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亿控股 指 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亿资产 指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美馨 指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卫成长 指 中卫成长（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遵义大中 指 遵义市大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信投 指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麒钧 指 上海麒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

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美年健康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48,556,316股 A股

股票且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4,596.00 万元之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股份认购合同》 指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2018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合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

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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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8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8 年 12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2019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4、2019 年 4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9 年 6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9 年 9 月 1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556 号）核准批

文，本次发行获证监会核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验资情况 

1、2019 年 10 月 29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9]01620003 号《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

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止，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

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 6 笔，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2,045,959,989.15 元。其中：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缴付认购资金为人

民币 1,835,959,991.25 元；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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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100,000,003.95 元，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一组合缴付认

购资金为人民币 27,999,995.10 元，通过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缴付认购

资金为人民币 22,000,001.10 元，通过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缴付认购资金为

人民币 59,999,997.75 元。 

2、2019 年 10 月 29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9]01620004 号《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9 日止，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者已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2,045,959,989.15 元汇入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振华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4000010229200147938 内，已经本所 2019 年 10 月 29 日出具的瑞华验字

[2019]01620003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9 日止，美年健康已收到非公开发行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

民币 2,045,959,989.15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35,868,199.00 元（含增值税

进项税 2,086,879.18 元，未含已支付保荐费人民币 1,000,000.00 元）后，余额人民

币 2,010,091,790.15 元，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汇入美年健康在中信银行上海静安支

行开立的 8110201013601096017 账号内。 

美年健康收到本次募集资金累计为人民币 2,010,091,790.15 元，扣除以自有资

金已支付的保荐费人民币 1,000,000.00 元，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

3,620,119.3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05,471,670.76 元，其中转入股本人民币

177,139,393.00 元，余额人民币 1,828,332,277.76 元转入资本公积。 

至此，美年健康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3,919,920,974.00 元。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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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6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共两名，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

即 2019 年 10 月 23 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1.55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45,959,989.15 元，发行股数 177,139,393 股，发行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上限，即不超过

748,556,316 股。 

根据上述原则，各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以及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总额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58,957,575 1,835,959,9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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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81,818 209,999,997.90  

合计 177,139,393 2,045,959,989.15  

经瑞华验字[2019]01620004 号《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审验，截至 2019 年 10 月 29 日止，美年健康已收到非公开发行股东缴入的出资款

人民币 2,045,959,989.15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35,868,199.00 元（含增值

税进项税 2,086,879.18 元，未含已支付保荐费人民币 1,000,000.00 元）后，收到本

次募集资金累计为人民币 2,010,091,790.15 元，扣除以自有资金已支付的保荐费人

民币 1,000,000.00 元，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 3,620,119.39 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05,471,670.76 元。 

（六）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定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发行所取得公司定向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七）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4,596.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生物样本库建设项目 98,142.47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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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2 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54,659.35 53,000.00 

3 终端信息安全升级项目 17,920.00 17,920.00 

4 管理系统升级项目 9,360.00 6,54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7,136.00 37,136.00 

合计 217,217.82 204,596.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发行人董事会可根据项目进度、资金需求等

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需要量，不足部分将

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十）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阿里网络的基本情况如下: 

1、概况 

公司名称：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 号 

法定代表人：戴珊 

注册资本：512,233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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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6105852F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期限： 1999 年 9 月 9 日至 2040 年 9 月 8 日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设计、制作、加工计算机网络产

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翻译，成年人的非证书

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许可证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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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2019 年 10 月 25 日，阿里网络与发行人股东天亿控股、上海美馨、遵义大中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阿里网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前述股东持有的美年健康

208,972,82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58%。 

同日，杭州信投与发行人股东天亿资产、天亿控股、上海美馨、高伟、徐可、

遵义大中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杭州信投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前述股东所持有

的美年健康 195,996,049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24%。 

同日，上海麒钧与发行人股东天亿资产、中卫成长、上海美馨、高伟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上海麒钧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前述股东所持有的美年健康

199,915,969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34%。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该次交易尚在推进过程中，在该次交易实施完成

后，阿里网络和杭州信投作为一致行动人，将持有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

10.82%的股份。因此，该次交易发生后，阿里网络根据《上市规则》认定为发行人

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内，发行人向阿里网络及其关联方提供服务收入金额为 3,473.29 万元，

采购服务支出金额为 596.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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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网络及其关联方将通过协议转让成为公司股东，具体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一）阿里巴巴（中国）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交易尚在推进过程中。 

除上述事项外，阿里网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阿里网络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

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

做充分的信息披露。 

（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博时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1、概况 

公司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1 层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22202N 

成立日期：1998-07-13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1998-07-13 至 2048-07-13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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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博时基金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博时基金与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博时基金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

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

做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5 日

9:00-12:00，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共收到 2

家投资者采用传真方式提交的《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2:00，共收到 1 家投资者汇出

的保证金共计 4000 万元；另 1 家投资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根据《美年大

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该投

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经核查，以上 2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名称 
报价 

（元/股） 

累计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效报

价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11.55 204,596.00 是 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0 21,000.00 
否（公募基金无

需缴纳保证金） 
是 

（四）发行对象无需履行私募基金投资备案的说明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属于一般法人，本次以自有资金认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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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

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参与认购的产品均为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和养老保

险基金，无需按照上述规定办理相关备案或登记。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五）发行对象的适当性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应开展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按照《认购

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

性核查结论为：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经核查，上述 2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六）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阿里网络的认购资金来自于自有资金，博时基金的认购资金来自于公募资金，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 发行人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熔 

 联系人： 尹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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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楼三楼  

 联系电话： 021-55609900 

 联系传真： 021-66773220 

（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保荐代表人： 夏俊峰、牟晶 

 项目协办人： 徐妍薇 

 项目成员： 朱怡、陈勤羽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联系电话： 021-38966590 

 联系传真： 021-38966500 

（三）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徐萍、徐莹、郁寅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联系电话： 021-58797075 

 联系传真： 021-58796758 

（四） 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冯忠 

 经办人员： 毛宝军、谢卉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号院 7号楼中海地产广

场西塔 5-11 层 

 联系电话： 010-88095588 

 联系传真： 0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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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520,705 9.50%  

2 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243,468 7.46%  

3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632,280 6.72%  

4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766,552 5.95%  

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云起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4,000,000 3.85%  

6 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816,209 3.33%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83,520,000 2.23%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6,848,146 2.05% 

9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74,916,000 2.00%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74,500,000 1.99%  

合    计 -  1,687,763,360  45.09%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

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520,705 9.07% 

2 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243,468 7.12% 

3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632,280 6.42% 

4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766,552 5.68% 

5 阿里网络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957,575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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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

－云起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4,000,000 3.67% 

7 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816,209 3.18%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83,520,000 2.13%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9,404,505 2.03% 

10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62,173,243 1.59% 

合    计 - 1,762,034,537 44.95% 

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与部分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关于该次股份转让的具体情况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

情况/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一）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发行

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在该次股份转让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完成后，预计阿里网络将持有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9.39%，杭州信投将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0%，阿里网络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39%；与此同时，俞熔先生将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02%，将通过其控制的天亿控股、天亿资产、美馨投资和维途投资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81%，俞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高伟及徐可将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34%，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合计持有或控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17%。 

综上，若该次股份转让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完成后，俞熔先生仍然为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阿里网络将持有上市公司

9.39%的股权并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2019 年 10 月 10 日）及完成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担任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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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俞熔 董事长 39,826,135 1.06 39,826,135 1.02  

2 徐可 董事、总裁 57,836,267 1.55 57,836,267 1.48  

3 崔岚 职工代表监事 1,207,538 0.03 1,207,538 0.03  

4 李林 高级副总裁 2,371,876 0.06 2,371,876 0.06  

5 林琳 高级副总裁 13,341,799 0.36 13,341,799 0.34  

6 张胜江 副总裁 1,185,938 0.03 1,185,938 0.03  

合    计 115,769,598  3.09 115,769,598 2.95  

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与部分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关于该次股份转让的具体情况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

情况/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一）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发行

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前（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与发行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东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包含高管锁定股） 
351,474,531 9.39% 528,613,924 13.49%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391,307,050 90.61% 3,391,307,050 86.51% 

合计 3,742,781,581 100.00% 3,919,920,974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俞熔先生，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控制权造

成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2,005,471,670.76 元，公司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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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及财务风险降低，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 

（三）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177,139,393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表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项目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19 年 1-9 月

/2019 年 9 月 30日 

2018 年

/2018 年末 

2019 年 1-9 月

/2019 年 9 月 30日 

2018 年 

/2018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1050 0.2193 0.1001 0.2094 

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1.7315 1.7544 2.1649 2.1867 

1、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P0÷S 

S= S0＋S1＋Si×Mi÷M0– Sj×Mj÷M0-Sk 

其中：P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

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

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

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2、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期末股本总额 

（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提高公司主营业务能力，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

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投资的项目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具有紧密联系，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健康管理领域的竞争力，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同时提高公

司的经营管理效率。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阿里网络和博时基金未持有美年健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股权登记日），阿里网络将持有公司 158,957,57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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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6%，博时基金将持有公司 18,181,818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0.46%。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俞熔先生，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

司治理制度，本次发行不会对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继续严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股权登记日），阿里网络将

持有公司 4.06%的股份。鉴于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信投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与部分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本次发

行基本情况/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一）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该项交易发生后，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杭

州信投根据《上市规则》认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因此，未来公司与阿里网络及其

一致行动人杭州信投之间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履行程

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

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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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财务报

告进行了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本节分析所引用的最近三年一期

财务数据系摘自瑞华审字[2018]02330021 号《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9]02330031

号《审计报告》，及公司编制的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资产合计 1,764,018.04 1,635,456.92 1,247,947.35 901,451.15 

负债合计 1,038,890.47 905,890.20 557,660.14 282,246.13 

股东权益 725,127.58 729,566.72 690,287.21 619,205.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48,065.92 656,616.03 649,652.74 586,111.82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627,753.01 845,845.02 623,305.08 431,413.17 

营业利润 59,207.69 129,686.08 90,384.01 62,691.46 

利润总额 58,672.57 128,347.15 90,158.40 63,182.18 

净利润 45,004.22 97,278.66 69,432.62 49,588.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128.80 82,064.83 61,380.01 45,170.10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5,948.31 153,860.76 144,453.21 88,9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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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29,075.20 -278,092.71 -201,394.69 -120,727.36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4,467.45 124,180.92 155,885.71 32,822.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6,950.83 10.50 98,943.50 1,051.80 

（四）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19 年 9 月末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末

/2018 年 

2017 年末

/2017 年 

2016 年末

/2016 年 

流动比率 0.88 0.87 1.03 1.15 

速动比率 0.81 0.85 1.01 1.12 

资产负债率（合并） 58.89% 55.39% 44.69% 31.3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59 5.01 5.08 5.05 

存货周转率（次） 25.73 42.32 45.95 48.49 

综合毛利率 41.47% 47.56% 46.96% 4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26 0.24 0.1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9 0.00 0.32 0.0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18 0.49 0.46 0.28 

注：2019 年 1-9 月相关指标未进行年化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最近三年一期末，公司资产及负债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592,648.88 33.60% 580,639.79 35.50% 458,966.14 36.78% 288,942.77 32.05% 

非流动资产 1,171,369.16 66.40% 1,054,817.14 64.50% 788,981.21 63.22% 612,508.38 67.95% 

资产总计 1,764,018.04 100.00% 1,635,456.92 100.00% 1,247,947.35 100.00% 901,451.15 100.00% 

流动负债 676,033.26 65.07% 665,397.48 73.45% 446,527.05 80.07% 251,673.20 89.17% 

非流动负债 362,857.21 34.93% 240,492.73 26.55% 111,133.09 19.93% 30,572.93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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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038,890.47 100.00% 905,890.20 100.00% 557,660.14 100.00% 282,246.13 100.00%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及 2019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规模分别为

901,451.15 万元、1,247,947.35 万元、1,635,456.92 万元和 1,764,018.04 万元。随着

公司持续扩大经营规模，公司资产总额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及 2019 年 9 月末，公司总负债规模分别为

282,246.13 万元、557,660.14 万元、905,890.20 万元和 1,038,890.47 万元。由于公司

体检服务业务扩张及体检中心投资规模扩大，公司负债总额亦持续增加。 

（二）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627,753.01 845,845.02 623,305.08 431,413.17 

营业成本 367,451.70 443,554.31 330,584.22 235,450.83 

营业利润 59,207.69 129,686.08 90,384.01 62,691.46 

利润总额 58,672.57 128,347.15 90,158.40 63,182.18 

净利润 45,004.22 97,278.66 69,432.62 49,588.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128.80 82,064.83 61,380.01 45,170.1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体检服务业务，整体业务稳步发展。随着

居民健康意识的加强、公司服务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提升，公司品牌效应开始显现，

多元化的体检服务促进营业收入增加。 

（三）现金流分析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5,948.31 153,860.76 144,453.21 88,956.24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29,075.20 -278,092.71 -201,394.69 -120,727.36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4,467.45 124,180.92 155,885.71 32,8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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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6,950.83 10.50 98,943.50 1,051.80 

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较为充裕，且保持增长态势，主要是因

为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及营业收入的增长，销售回款额增加幅度超过营业成本现金支

出幅度所致。2019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是因公司提

供体检服务的收入确认时点与账款回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前三季度体检业务回款

较少，而公司所需承担的人力成本等各项固定支出随着收入规模的提升相应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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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4,596.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生物样本库建设项目 98,142.47 90,000.00 

2 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54,659.35 53,000.00 

3 终端信息安全升级项目 17,920.00 17,920.00 

4 管理系统升级项目 9,360.00 6,54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7,136.00 37,136.00 

合计 217,217.82 204,596.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发行人董事会可根据项目进度、资金需求等

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需要量，不足部分将

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在增资完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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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符合相关法

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

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

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新股的证券登记以及增加注册资本与修改章

程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二、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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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指定夏俊峰、牟晶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 

三、上市推荐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

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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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177,139,393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9 年 11 月 18 日。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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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夏 俊 峰                 牟  晶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   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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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

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

况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徐萍             徐莹              郁寅   

 

 

单位负责人：                

朱小辉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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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暨上市

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

况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

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毛宝军 

 

 

                   

         谢 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冯 忠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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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本次发行相关的验资报告； 

8、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9、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0、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发行人：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楼三楼  

电话：021-55609900 

传真：021-6677322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电话：010-5683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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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

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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