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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俞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建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尹建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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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4,996,254.28 309,009,125.79 7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792,075.17 -129,068,576.49 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754,071.09 -128,947,999.46 1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202,091.75 -167,464,199.06 -2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4.31% 1.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191,304,943.91 5,989,617,090.67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06,825,955.63 3,312,629,053.16 -3.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8,924.4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568.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097.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38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518.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0,630.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95.26  

合计 961,995.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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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1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天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2% 271,777,408 271,777,408 质押 172,164,644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4% 187,505,650 187,505,650 质押 168,981,654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2% 174,744,638 174,744,638 质押 163,237,036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9% 154,698,994 154,698,994 质押 129,200,000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9% 84,599,800  质押 79,599,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3.11% 75,212,413    

天津大中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71,730,360 71,730,360 质押 25,185,21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

信托－美年健康员工持股计划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89% 70,000,000    

上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62,838,230 62,838,23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2.21% 53,399,57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84,5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99,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5,212,413 人民币普通股 75,212,413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托－美年健康

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53,399,571 人民币普通股 53,399,57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权益策略二 5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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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信托组合投资项目资金信托 

昆山高益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6,767,572 人民币普通股 36,767,572 

重庆德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059,696 人民币普通股 27,059,6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959,214 人民币普通股 23,959,21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4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18,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天勤十二号单一资金

信托 
17,353,824 人民币普通股 17,353,8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上海天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天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4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余 5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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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增减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110,000.00 185,000.00 -40.54% 主要报告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0,040,506.21  158,413,442.18  76.7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房屋租赁押金及股权保证

金等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103,146,956.17  66,653,965.69 54.75%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随着设备融资租赁业务量的增

加，融资租出资产相对应的长期应收款根据到期

日重分类列报所致。  

长期应收款 253,095,551.25  156,196,848.97  62.04%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随着设备融资租赁业务量的增

加，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资产相对应的款项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67,715,996.98  50,307,909.13 34.60%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在建门店款项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807,974.16  38,388,437.30 74.03% 
主要是报告期为公司业务传统淡季，公司经营亏

损所引起的可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635,509.97  40,782,714.41 85.46% 主要是报告期末预付设备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5,997,468.86  156,452,196.28 -38.64%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的奖金等本报告期已发放所

致。 

应交税费 22,333,313.43  74,751,775.21 -70.12%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四季度进

入旺季，当期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增加，次年

支付所致。 

长期借款 385,804,013.49  245,135,157.20  57.38% 
随着公司规模和业务量的持续增长，公司的固定

资产投入持续增长，新增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变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554,996,254.28 309,009,125.79 79.61% 

健康体检行业受到节假日分布、企事业单位的财

务核算周期及居民体检习惯等因素影响，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消费特征。受到春节假期影响，一季

度为公司业务传统淡季。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

模不断扩大，品牌及整合带来的协同效应明显，

固定成本也相应增加。公司加强了淡季营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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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营业收入的增速显著。  

营业成本 403,895,644.81 287,994,101.58 40.24%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体检中心数量增加，人员

工资、房租、材料消耗、折旧、摊销等成本相应

增加。  

销售费用 185,640,586.59 123,044,101.31 50.87% 

主要是随着不同城市体检中心增加，公司业务量

高速增长，销售人员数量增加，固定工资和提成

相应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17,209,558.58 7,565,905.50 127.46% 
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适度运用债务杠

杆，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76,859.74 153,299.31 211.06% 
报告期内根据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4,062,200.77 -2,917,450.58 382.00% 

主要是报告期随着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单

位增加，受季节性淡季影响，该等被投资单位相

应确认的投资亏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8,338.04 613,124.75 -80.70% 本期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总额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3,239.79  190,593.63 -35.34% 主要原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变动

比例 
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734,676,277.87  497,404,132.92 47.70%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增加，相应

收到的销售款增加所致。 

收到税费返还 81,696.01  611,328.50 -86.6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少所

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4,607,269.13 509,581,048.08 46.12% 

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46.12%，是

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相应收到的销售款增加所

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323,280,615.84  209,612,355.61 54.23% 

主要是报告期随着体检中心规模扩大，相应支

付的人工费用总额有所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58,902,390.99  38,873,837.02 51.52% 
主要是随着盈利能力的提升，报告期内支付的

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71,035,223.75  163,725,622.78 65.54% 

主要是报告期随着体检中心规模扩大，相应付

现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  0.00 100.00% 本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所收到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520.54 183,520.00 100.00% 本报告期内收到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7,136,679.00  0.00 100.00% 

主要系融资租赁业务收到融资租赁租金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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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22,196,046.55  0.00 100.00% 

本期公司并购了河南美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1,791,469.60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支付股权收购保证金和以融资租赁

业务方式采购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5,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未吸收投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81,350,473.93  149,950,000.00 287.70% 
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适度运用

债务杠杆，相应借款规模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82,594,022.12  55,792,000.00 227.28% 主要系偿还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5,962,461.62  7,182,117.87 122.25% 

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适度运用

债务杠杆，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6,813,485.70  4,158,313.53 304.33%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购子公司少数股权所支付的

现金同比有所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美年大健康于2016年7月26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以下简称“中国商务部反垄断

局”）出具的《涉嫌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立案调查通知》（商反垄监察函[2016]70号，以下简称“《立

案调查通知》”）。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中国商务部反垄

断局《涉嫌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商务部反垄断局尚在审查中。 

2、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537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详见公司

于2016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2）。 

2016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12月22日核准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

止审查通知书》（161537号），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推进慈铭体检注入上市公司的相关工作，

待商务部审核结束后将立即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行政许可文件的审查。 

    3、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

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唯品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容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等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保险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美

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亿元，持有其20%的股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正在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进程中。 

4、2016年2月23日，美年健康、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下属子公司广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年大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及牟元茂分别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寄来的民事传票及民事起

诉状等资料。根据民事起诉状，原告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认为美年大健康等5名被告共同

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并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5,000万元。 

    广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就管辖权问题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该管

辖异议作出最终裁定，裁定本案由朝阳法院继续审理。截至2017年3月23日，法庭已安排第一次证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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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收到下一次证据交换或开庭的传票。 

5、2016年5月17日及2016年5月24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及美年大健康收到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民事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资料。根据民事起诉状，原告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认为美年大健康、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及王海峰等4名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并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5,300万元。 

王海峰就管辖权异议的驳回裁定已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已于2017年3月1日进行庭前

会议并交换证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案尚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 

6、2016年5月20日公司诉北京蓝鲸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刘瑞刚侵犯名誉权案件将其起诉至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目前开庭日期待定。 

7、公司于2016年9月14日召开的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截至2016年9月23日，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中海信托-美年健康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累计以大宗交易购买方式受让北京凯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股票7,000万股，成交均价为13.25

元，成交金额为92,750万元，已完成过户，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89%。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

划已完成公司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2016年9月24日起12个月。 

8、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收到交易商协会签发的超短期融资券《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7]SCP62号）、中期票据《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MTN110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

司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注册。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4亿元，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8亿元。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 

2017年4月20日，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4亿元已完成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额到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慈铭

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72.22%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6 年 06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6 年 07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6 年 10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审查的公告》 

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

美年大健康、广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

公司等 5 名被告共同侵犯商业秘密纠纷

案件 

2016 年 0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参与发起设立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公告》 

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诉美

年大健康、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及王海峰等 4 名被告共同侵犯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纠纷案件 

2016 年 05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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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二次修订稿）》 

关于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美年

大健康及上海维途投资中心反垄断调查

事项 

2016 年 07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收到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涉嫌未依

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 

2016 年 0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实施进一步调

查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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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2016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披露文件 

2016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 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增持股票完成的

公告》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

事项 

2016 年 0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关

于公司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2017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

通知书>的公告》 

2017 年 04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2017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

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俞熔;上海天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长河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大中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和途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中卫成长

（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徐可;高伟;余继

业;温海彦;林琳;胡波;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京瑞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信

中利盈佳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苏州纪源源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叶莉;赵泽伟;陈向东;岳仍丽;

上海秉鸿嘉豪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戚克栴;孙彤;

李林;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瑞霞;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自该等股

份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2、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

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本人/本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2015 年 03

月 24 日 
2018-8-28 

正常

履行

中。 

张学富;林锦盘;相培恒;闫丽 股份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2015 年 03 2016-08-2 已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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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段泽彪;罗彤;张宇;李翔;

李若琳;喻琰;李铁军;蒋京湘;

邓小俊;朱玉华;付桂珍;秦阳;

王织;丁子;邹炎平;骞虹;陈冷

穆;张俊斌;宋启军;周瑞山;马

国庆;和小东;杨翠英;李斌;刘

群新;陈忠桥;陈萍;吴宾;刘相

国;何敏;董玉国;张建平;李

磊;余清;卫东;刘聚涛;滕娆;

叶春英;陈志超;朱桂芳;雷兴

雨;许建兵;王景安;深圳市平

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昆

山高益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德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

艳;北京华新博融投资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胡显光;华金（天

津）国际医药医疗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

晟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雅

军;昆山分享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赵奇;北京汇动

融创投资有限公司;魏宪书;

张秀丽;俞昀;云南舜喜健康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域

医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

伊;杨然 

限售

承诺 

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自该

等股份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2、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本企业持有上市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月 20 日 8 行完

毕。 

张宁;崔岚;张胜江;赵路;吕祖

芹;周雷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自该

等股份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2、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本人/本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2015 年 03

月 20 日 

2018-08-2

8 

正常

履行

中。 

上海天亿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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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中卫成长（上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俞熔;徐可;朱玉华;付桂

珍;高伟;温海彦;林琳;秦阳;

岳仍丽;王织;丁子;邹炎平;骞

业绩

承诺

及补

偿安

排 

美年大健康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22,315.76 万元、

33,136.66 万元、42,437.48 万元和

48,779.23 万元。 

2015 年 03

月 24 日 

2019-04-3

0 

2015

年度

及

2016

年度

业绩

承诺

已完

成，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2 

虹;陈冷穆;张俊斌;赵路;孙

彤;宋启军;周瑞山;马国庆;和

小东;李林;杨翠英;李斌;张

丽;刘群新;张宁;周宝福;陈忠

桥;陈萍;崔岚;张胜江;吴宾;

刘相国;张学富;林锦盘;李翔;

相培恒;闫丽宣;段泽彪;罗彤;

张宇;李若琳;喻琰;李铁军;蒋

京湘;邓小俊;张瑞霞;吕祖芹;

周雷 

其他

正常

履行

中。 

俞熔;上海天亿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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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长河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

同业

竞争、

关联

交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1、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及

其他任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

"）未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

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

产经营业务或活动。2、本人/本公司/本

企业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进

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

或类似的情况，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承

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1）上市公司

认为必要时，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相

关企业将进行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

资产和业务；（2）上市公司在认为必要

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

资产和业务；（3）如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及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

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利益；（4）有利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赔偿上市公司因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

相关企业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

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上

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本人/本公司/本

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致行

动人期间持续有效。上市公司与俞熔及

其控制的天亿投资、美馨投资、和途投

资、天亿资管、中卫成长和郭美玲控制

2015 年 03

月 20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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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纪长河不存在同业竞争，且俞熔及

其控制的天亿投资、美馨投资、和途投

资、天亿资管、中卫成长和郭美玲控制

的世纪长河已就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问

题出具承诺，前述承诺的内容合法有效，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问题。 

俞熔;上海天亿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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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承诺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1）保证上

市公司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

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

属其他公司、企业。（2）保证上市公司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

工作、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

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兼职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人/本公

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

他公司或企业中领薪。（3）保证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

程序进行，本人/本公司/本企业除依法

定程序行使表决权外，不干预上市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

定。2、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设

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

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2）保证上市

公司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

属其他公司、企业不干涉上市公司的资

金使用、调度。（3）保证上市公司保持

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他

公司、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4）保

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3、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

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机构完全分开；保证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与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之间

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

分开，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2）保

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

2015 年 03

月 24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4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不会超越上市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

公司的决策和经营。（3）保证上市公司

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

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4、资产独立、

完整（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

的独立完整，且该等资产全部处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

本次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权属清晰、不

存在瑕疵。（2）保证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他公

司、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资

金及其他资源。5、业务独立（1）保证

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拥有独立开

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

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

供、销等环节不依赖于本人/本公司/本

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他公

司、企业。（2）保证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他公

司、企业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3）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

易事项，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与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之间的持续

性关联交易。杜绝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向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下属其他公司、企业提供

任何形式的担保。对其他任何损失的，

将向上市公司及时、足额承担前述损失

赔偿责任。 

俞熔 
其他

承诺 

1、承诺：（1）所投资的企业不存在与美

年大健康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

的情形；（2）在其担任美年大健康或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不投资与美年大健康主营业务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3）若违反上述承

诺，将对美年大健康和/或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上市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或

开支予以全额赔偿。2、在本次重大资产

2015 年 03

月 20 日 
长期 

第 3

条承

诺已

经履

行完

毕，

其他

正常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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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完成后，将提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的人员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3、承诺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将上海

尚医拓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或转让

给无关联第三方。4、本人将根据相关法

规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

中关于本人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限制性

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在相应期

间锁定本人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

份。5、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若将所持有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

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中。 

俞熔;上海天亿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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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长河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凯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承诺 

1、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地位及

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权利；2、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3、不以低

于（如上市公司为买方则"不以高于"）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保证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

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

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1、若有

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合法程序，及时

详细进行信息披露；2、对于采购、销售

等均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

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

等方式进行，以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如违反上述承诺

与上市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进行

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

公司造成损失，由本人/本公司/本企业

承担赔偿责任。 

2015 年 03

月 20 日 
长期 

北京

凯雷

投资

中心

（有

限合

伙）

已减

持完

毕，

不是

公司

股

东，

其他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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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天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俞熔 

其他

承诺 

1、若美年大健康和/或上市公司因《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披露的租赁瑕疵而遭受任何处罚或损失

的，由其按各自相应的持股比例予以全

额补偿。2、如美年大健康及其各子公司、

分公司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或住

房公积金而对美年大健康和/或其子公

司、分公司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的上市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的，按各自

相应的持股比例予以全额补偿。3、保证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4、最近五年内未

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2015 年 03

月 24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日本

三轮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飞马

日本 

关于

同业

竞争、

关联

交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本公司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或拥有另一家公

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

接控制任何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活动。 

2002 年 12

月 01 日 
长期 

日本

三轮

株式

会社

持有

公司

股份

已减

持完

毕，

不是

公司

股

东，

其他

正常

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蔡国新;葛秋;李强;沈永炎;陶

泉波;徐向东;张松 

其他

承诺 

承诺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进行

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

股票。 

2015 年 07

月 07 日 

2016-01-0

6 

正常

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 是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7 

行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1,000 至 5,000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45.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健康体检行业受到节假日分布、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周期及居民体检习

惯等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消费特征，一季度为公司业务传统淡季、二

季度为业务平稳期。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收入同比有一定幅度增加，

规模效应逐步显现，预计本期净利润同比有一定幅度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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