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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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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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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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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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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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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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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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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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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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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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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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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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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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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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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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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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