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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构”）

接受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臣倍健”、“发行人”或“公司”）的

委托，担任其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中信证券及保荐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

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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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或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保荐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保荐机构/保荐人/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核部 指 中信证券内核部 

内核工作 指 中信证券投行业务的内部审核工作 

汤臣倍健/发行人/公司 指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章程 指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保荐书/本上市保荐书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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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YHEALTH CO., LTD 

法定代表人： 林志成 

成立日期： 2005 年 4 月 1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汤臣倍健 

股票代码： 300146 

上市时间： 2010 年 12 月 15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81,020,554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科技工业园星汉路 19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中 99 号科汇金谷 3 街 3 号 

邮政编码： 510663 

电话号码： 020-28956666 

传真号码： 020-28957901 

公司网址： www.by-health.com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饮料、糖果制品、特殊膳食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方便食品、饼干、茶叶及相关制品、糕点、

蜂产品、乳制品、其他食品）；进出口食品；批发兼零售（含网络销

售）：预包装食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医疗用品及医疗器材；糕点、

面包零售；研发和销售包装材料；研发生物技术；商务服务（不含

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种植（不含许可经营项目）；食品添加剂生

产、经营。动产和不动产租赁；营养咨询；正餐、快餐、饮料及冷

饮服务；咖啡馆服务；商业批发零售；广告业；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游览景区

管理；化妆品、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的制造；医务室服务；健康体

检服务；基因检测服务。 

二、主营业务介绍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主营业务为膳食营养补充剂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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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与销售。膳食营养补充剂指以维生素、矿物质及动植物提取物等为主

要原料，通过补充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和生物活性物质，达到提高机体健康水平和

降低疾病风险的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制造业”-“食品制造业（C14）”。 

（二）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及服务情况 

按品牌分类，发行人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产品矩阵，

主要品牌包括“汤臣倍健”、“健力多”、“健视佳”、“健甘适”等品牌，其

中婴童营养补充剂品牌“Pentavite”、澳大利亚益生菌品牌“Life-Space”为公司

2018 年通过收购先后获得。公司主要品牌情况如下所示： 

品牌 
推出 

时间 
产品定位 主要销售渠道 

 
汤臣倍健 1995 年 

全系列膳食营养

补充剂 

线下药店、商超；

线上电商平台 

 BYHEALTH 2019 年 
全系列升级版膳

食营养补充剂 
线上电商平台 

 
健力多 2012 年 关节营养 

线下药店、商超；

线上电商平台 

  Life-space 2018 年购买 益生菌补充剂 
线下药店、母婴店

等、线上电商平台 

 
健视佳 2016 年 眼部营养 

线下药店、商超；

线上电商平台 

 
健甘适 2020 年 肝草本营养 

线下药店、商超；

线上电商平台 

 
健乐多 2015 年 运动营养 线上电商平台为主 

  天然博士 2017 年 
孕婴童膳食营养

补充剂 

线下母婴店；线上

电商平台 

 Pentavite 2018 年购买 婴童营养补充剂 
线下母婴店；线上

电商平台 

按剂型分类，公司产品可分为片剂、粉剂、胶囊三大类，三者合计占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0.42%。片剂为发行人最主要的剂型，其 2019 年营收

占比为 39.20%，其次为粉剂（20.97%）和胶囊（20.25%）。公司的“其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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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要系膳食营养补充剂礼盒等产品。公司具体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片剂 123,327.04 39.46% 206,244.30 39.20% 194,334.35 44.67% 137,223.19 44.11% 

粉剂 67,582.18 21.63% 110,334.64 20.97% 80,438.11 18.49% 69,998.11 22.50% 

胶囊 62,369.56 19.96% 106,549.28 20.25% 103,254.29 23.73% 71,360.37 22.94% 

其他 59,238.59 18.96% 103,051.72 19.58% 57,050.81 13.11% 32,497.87 10.45% 

合计 312,517.37 100.00% 526,179.94 100.00% 435,077.56 100.00% 311,079.54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838,974.49  833,071.03 979,044.55 611,360.96 

负债总额 201,491.91 239,931.80 290,249.62 98,165.00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643,163.78 599,217.40 559,178.62 510,082.5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12,517.37 526,179.94 435,077.56 311,079.54 

营业利润 125,544.82 -46,541.64 110,259.72 87,835.90 

利润总额 119,787.08 -42,486.84 112,898.69 88,500.38 

净利润 96,380.66 -41,504.57 90,843.18 76,680.6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96,183.69 -35,588.96 100,218.50 76,625.5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457.51 153,652.01 134,905.32 95,430.9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827.51 -24,920.05 -404,096.58 7,6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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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320.72 -126,506.04 174,404.86 -37,923.32 

（四）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20-6-30/2020

年 1-6月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2017-12-31 

/2017年度 

毛利率 65.49% 65.78% 67.66% 67.08%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扣非前） 
15.48% -6.50% 19.00%  15.80%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扣非后） 
16.09% -7.87% 17.33% 13.28%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

前）（元/股） 
0.61 -0.24 0.69 0.52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

后）（元/股） 
0.63 -0.29  0.63  0.44  

每股净资产（元） 4.07 3.79  3.81  3.47  

流动比率（倍） 2.68 2.17  2.75  4.45  

速动比率（倍） 2.35 1.74  2.30  3.9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报表） 
18.73% 16.62% 17.49% 9.1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15.24 31.41 23.15 29.79 

存货周转率（次/年） 1.75 2.55  2.57  2.69  

四、核心技术及研发水平 

（一）发行人拥有的主要产品技术 

公司坚持产品研发工作，拥有一支由资深保健食品研发专家、医学专家、营

养学研究人员、微生物研究人员等两百余人组成的专业研发团队，涵盖科技中心、

品质保证中心等多个一级部门，并拥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广东省院士

工作站、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省级研发平台。 

公司聚焦“新功能、新原料、新技术”创新性研发，建立了全面、科学的膳

食营养补充技术体系，拥有个性化数据模型算法，建立了营养健康知识图谱与个

性化营养素定制平台。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155 个保健食品批准证

书及 94 款保健食品备案凭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52 项发明专利，

具体如下： 



 

3-3-6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

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1 红景天袋泡茶 2004.05.08 2009.02.18 ZL200410027068.5 发明 继受取得 

2 
可延缓衰老的复合

胶囊 
2013.01.29 2014.03.26 ZL201310034852.8 发明 原始取得 

3 一种骨胶原高钙片 2011.12.15 2013.11.27 ZL201110420485.6 发明 原始取得 

4 

预防和治疗糖尿病

的组合物、其制备

方法及应用 

2010.09.25 2014.01.08 ZL201010291311.X 发明 继受取得 

5 
天麻酸枣仁复合胶

囊 
2013.02.21 2014.08.27 ZL20131005594.9 发明 原始取得 

6 
辅助降血糖的苦瓜

葛根片 
2013.01.28 2014.10.22 ZL201310032990.2 发明 原始取得 

7 

银杏叶提取物鱼油

软胶囊及其制备方

法 

2013.05.16 2014.10.29 ZL201310182105.9 发明 原始取得 

8 

以乳矿物盐为原料

的增加骨密度的片

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3.02.21 2014.11.19 ZL201310055816.X 发明 原始取得 

9 
复方阿胶参芪片剂

及其制备方法 
2013.01.28 2014.12.17 ZL201310032946.1 发明 原始取得 

10 
鳕鱼肝油软胶囊及

其制备方法 
2013.06.18 2014.12.24 ZL201310241616.3 发明 原始取得 

11 
珍珠粉维生素 CE

胶囊及其制备方法 
2013.05.16 2015.01.14 ZL201310182570.2 发明 原始取得 

12 

可以改善胃肠功能

的硬胶囊及其制备

方法 

2013.06.18 2015.01.14 ZL201310241657.2 发明 原始取得 

13 
左旋肉碱茶多酚片

及其制备方法 
2013.05.16 2015.02.11 ZL201310182569.X 发明 原始取得 

14 

一种稳定性好的改

善记忆力组合物、

胶囊以及制备方法 

2013.06.24 2015.05.27 ZL201310253539.3 发明 原始取得 

15 

食品营养强化组合

物及其应用、保健

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2014.05.23 2016.01.13 ZL201410222111.7 发明 原始取得 

16 
一种维生素 B12 的

测定方法 
2014.07.15 2016.03.16 ZL201410337148.4 发明 原始取得 

17 

一种辅助降血脂的

保健组合物及软胶

囊 

2014.10.11 2016.04.06 ZL201410536072.8 发明 原始取得 

18 
一种改善软胶囊漏

油的生产工艺 
2015.01.28 2016.09.14 ZL201510045045.5 发明 原始取得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3-3-7 

19 
一种 β-胡萝卜素的

检测方法 
2015.10.22 2017.01.25 ZL201510696097.9 发明 原始取得 

20 
一种保健软胶囊及

其制备工艺 
2014.05.23 2017.05.10 ZL201410222974.4 发明 原始取得 

21 
一种组合物、用途

及保健品 
2014.12.02 2017.06.23 ZL201410718902.9 发明 原始取得 

22 
一种组合物、用途

及保健品 
2014.12.02 2017.08.29 ZL201410718875.5 发明 原始取得 

23 
一种组合物、用途

及保健品 
2014.12.02 2017.08.29 ZL201410718887.8 发明 原始取得 

24 
一种低聚木糖含量

的检测方法 
2015.07.16 2017.08.29 ZL201510420645.5 发明 原始取得 

25 

药物组合物及其应

用、保健食品、药

物制剂 

2014.09.02 2017.09.01 ZL201410443388.2 发明 原始取得 

26 

中药组合物及其应

用、保健品及其制

备方法 

2014.05.23 2017.10.10 ZL201410222036.4 发明 原始取得 

27 
一种软胶囊化胶方

法 
2015.01.07 2017.10.10 ZL201510009159.4 发明 原始取得 

28 

一种具祛痤疮功效

的 组 合物 及其 应

用、制剂 

2015.02.06 2017.10.10 ZL201510063952.2 发明 原始取得 

29 
一种促进排铅的组

合物及其应用 
2014.10.22 2017.11.07 ZL201410568834.2 发明 原始取得 

30 一种中药泡腾片 2015.03.12 2017.12.01 ZL201510108581.5 发明 原始取得 

31 
一种大豆磷脂软胶

囊及其制备方法 
2014.09.03 2018.01.02 ZL201410447157.9 发明 原始取得 

32 

一种抗氧化组合物

及其应用、保健食

品 

2015.08.19 2018.02.09 ZL201510510865.7 发明 原始取得 

33 

一种螺旋藻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制

剂 

2014.11.03 2018.04.03 ZL201410608856.7 发明 原始取得 

34 

一种组合物及其用

途、保健品及其制

备方法 

2014.12.2 2018.04.03 ZL201410718903.3 发明 原始取得 

35 

一种具有减肥和降

血脂功效的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与用

途 

2014.12.01 2018.07.27 ZL201410720263.X 发明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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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种改善更年期综

合征症状的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与用

途 

2014.12.01 2018.08.21 ZL201410718847.3 发明 原始取得 

37 

一种蜂胶软胶囊深

加工产品中栀子苷

含量的检测方法 

2016.07.06 2018.10.30 ZL201610528600.4 发明 原始取得 

38 
一种组合物及其应

用和制剂 
2014.12.16 2018.11.16 ZL201410784652.9 发明 原始取得 

39 
一种降尿酸组合物

及其制剂 
2015.12.11 2019.01.25 ZL201510918469.8 发明 原始取得 

40 
一种降尿酸组合物

及其制剂 
2015.12.11 2019.02.22 ZL201510925081.0 发明 原始取得 

41 
一种胆固醇含量的

检测方法 
2016.07.06 2019.03.19 ZL201610529214.7 发明 原始取得 

42 

一种明胶胶囊中胭

脂红酸含量的检测

方法 

2017.04.14 2019.04.09 ZL201710243875.8 发明 原始取得 

43 
一种软胶囊及其制

备方法 
2016.12.09 2019.05.07 ZL201611131900.5 发明 原始取得 

44 

一种明胶胶囊中诱

惑红和/或日落黄含

量的深加工检测方

法 

2017.04.20 2019.07.02 ZL201710261036.9 发明 原始取得 

45 
一种复合维生素缓

释片胶囊 
2016.12.28 2019.09.06 ZL201611234278.0 发明 原始取得 

46 

一种蜂胶复合物的

深加工制备及质量

控制方法 

2016.11.03 2019.11.12 ZL201610967859.9 发明 原始取得 

47 

一种蜂胶复合物的

深加工制备和质量

控制方法 

2016.11.03 2019.11.12 ZL201610967860.1 发明 原始取得 

48 

载维生素 A 及其衍

生物的环糊精-金属

有机骨架复合物和

维生素 A 及其衍生

物的深加工方法 

2017.03.14 2019.11.12 ZL201710151028.9 发明 原始取得 

49 
一种有机合成色素

含量检测方法 
2016.04.25 2019.12.10 ZL201610260043.2 发明 原始取得 

50 
一种螺旋藻组合物

及其制剂 
2016.01.13 2020.01.07 ZL201610025377.1 发明 原始取得 

51 
一种丙氨酰-酪氨酸

含量的检测方法 
2017.07.07 2020.03.06 ZL201710551410.9 发明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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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一种柑橘皮活性提

取物及其提取工艺

和应用 

2010.05.25 2013.06.12 ZL201010188834.1 发明 原始取得 

上述发明专利权均在有效状态。其中，第 1 项由唐兵于 2010 年转让予发行

人，第 4 项由北京信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转让予发行人；除第 52

项为发行人与广东药科大学共同所有外，其余发明专利权均为发行人单独所有。 

（二）发行人的研发投入情况 

公司从成立以来，就将科研经费投入列入预算计划，也积极筹措资金保证新

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经费。报告期内，研发投入情况如下： 

年度 研发投入（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占比 

2020 年 1-6月 4,779.42 1.53% 

2019 年 12,604.13 2.40% 

2018 年 10,348.99 2.38% 

2017 年 7,726.37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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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主要风险 

一、行业风险 

（一）疫情风险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省、市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地采取多种手段防控疫情，导致消费和生产在短期内都受

到一定影响，影响范围广泛波及所有地区和多个行业。公司的经销商、供应商、

零售商等利益相关方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导致公司的生产、市场及销售活动无

法按期正常开展，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二）政策风险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行业法规、标准建设等逐步出台与落地，膳食营养补充

剂行业监管日趋严格，行业规范化程度和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将对行业的长期

发展和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增大。若公司未来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应对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政策的重大变化，不能持续提高自身竞争力，

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可能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三）市场风险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

有所放缓。虽然近年来膳食营养补充剂产业仍保持较快增长，且募投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未来若出现包括上下游行

业在内的市场环境变化，可能会对项目实现效益情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近年来，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市场容量迅速扩大，公司面临因国际领先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大型药企和食品企业介入等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尤其是

海外品牌借助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逐步改变行业竞争生态，给行业带来更多不确

定性。公司若不能在新产品研发、销售渠道、品牌、服务等方面取得突破，将可

能导致公司产品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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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与经营风险 

（一）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风险 

膳食营养补充剂产品众多，涉及原辅料更多，存在一定产品质量风险。如公

司在产品原料采购、生产与销售环节出现质量管理问题，或因其他原因发生产品

质量问题，将影响公司的信誉和产品销售。 

（二）原料采购对主要产品销售的风险 

公司产品品种较多，原料较为分散，原料采购价格的上涨将对产品毛利率产

生一定影响。同时，随着募投项目的投产，原料需求不断增加，可能出现某些原

料供应量短缺，不能满足公司生产销售需求。公司通过储备多家供应商、寻找替

代原料、加强生产管理控制等方式满足公司原料需求，并通过签署专供基地战略

合作、远期锁价等方式尽量控制原料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但仍不能排除未来几

年内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三）经销商体系不断扩大的管控风险 

为支持多个大单品运营及未来更多新品牌、新品类的长期发展，2020 年公

司全面升级经销商体系，经销商数量大幅增加，市场管控风险加大，对公司在经

销商管控及区域市场协调等方面的销售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新业务与新项目的风险 

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的领导企业之一，公司致力于为用户健康创造价值，

坚持“一路向 C”的核心原则，在消费者健康领域不断推出新品牌，并尝试开展

各项新业务。新品牌、新业务的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要

在运行中不断摸索、实践、融合和总结，能否达到公司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五）跨境收购完成后的整合风险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通过设立子公司汤臣佰盛完成对 LSG的现金购买并取得

控制权，并于 2019 年 7 月完成对汤臣佰盛剩余 46.67%股权的收购，从而间接持

有 LSG100%股权。LSG 运营主体位于澳大利亚，与公司在法律法规、会计税收

制度、商业惯例、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为发挥双方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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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及达成整合效果，从公司整体经营和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公司和 LSG 仍

需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资源管理、业务拓展、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融合，但

依然存在后续整合实施进展以及整合效果不达到预期，进而影响对海外募投项目

效益实现的风险。 

（六）商誉减值的风险 

2018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价值为 216,566.12 万元，因合并 LSG 形

成的无形资产为 141,398.12 万元。受《电子商务法》实施影响，2019 年 LSG 在

澳洲市场的业绩未达成预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

公司对合并 LSG 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0,870.89 万

元，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56,176.89万元并转销递延所得税负债 16,853.07万元，

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2019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价值 118,356.85 万元。若 LSG 未来在澳

洲市场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或在中国市场业务推广不达预期等，公司将仍面临商

誉减值风险，可能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一定影响。 

（七）无形资产减值风险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LSG 无形资产账面净额为 6.10 亿元，主要是 2018

年合并澳洲 LSG 辨认的无形资产-品牌及客户关系，若未来在澳洲市场的经营状

况或“Life-Space”在中国市场业务推广不达预期等，仍面临无形资产减值风

险，会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一定影响。 

（八）募投项目转固新增的折旧摊销风险 

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新增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并增加相应的折

旧与摊销。本次募投项目收益受到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及公司经营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如公司相关项目实现效益未达预期，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无形资产

摊销和固定资产折旧可能对净利润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存在由

此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九）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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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比发行前增加。由于募投项目需要

一定的开发周期，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

的情况下，如果未来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产生相应幅度的增长，每股收益

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三、募投项目风险 

（一）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根据整体发展战略的部署，对拟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全面、

深入、细致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最终确定了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募投项目实施

后，将对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期间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动、VDS 行业竞争情况、市

场容量发生不利变化等因素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生较大影响。另外，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发生募集资金未能按时到位、实施过程中发生延迟实施等

不确定性事项，也会对募资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效益带来较大影响。 

就营养与健康管理中心项目，公司在 2015 年竞得项目的建设用地后曾存在

土地未及时开发的情形，系公司经过审慎考虑认为当时进行建设时机尚未成熟，

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未进行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公司虽然已为本

项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技术储备及人才储备，并拥有了庞大的会员客群为项目

导流，但政策环境的变动、行业趋势的变化、技术水平的革新都可能给项目的

实施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募投项目达不到预期效益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测算是基于项目行业政策以及市场环境、市场

需求等因素合理预计业务收入而做出的。实际经营中，项目的市场环境、政府政

策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预期效果不能完全实现的风

险。 



 

3-3-14 

四、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相关的风险 

（一）审核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能否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存在不确定性，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二）发行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结果将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公司股票价格走

势、投资者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存在不能足额募集所需资金甚至发行失败的风险。 

（三）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股票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公司

自身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行业政策、利率和汇

率的变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变化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的影响，公司股

票价格存在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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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情况 

发行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调整修订，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为：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

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同意注册文件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

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预案所规定的条件，

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均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且均以现金方式认购。若国家

法律、法规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

行调整。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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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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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前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1、分红派息：P1 = P0 - D 

2、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P1 = P0 / (1+N) 

3、两项同时进行：P1 = (P0 - D) / (1 + 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分红派息金额，N为每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或送股数，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6,000万股（含16,000万股），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上

限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分红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六、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346,812.98 万元（含

346,812.9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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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珠海生产基地五期建设项目 155,729.28 155,729.28 

2 珠海生产基地四期扩产升级项目 43,752.03 43,752.03 

3 澳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9,074.40 37,706.80 

4 营养与健康管理中心项目 35,455.87 33,680.87 

5 数字化信息系统项目 29,944.00 29,944.00 

6 补充流动资金 46,000.00 46,000.00 

合计 349,955.58 346,812.98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

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

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为推进公司发展战略落地，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开展实施，在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七、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认购对象就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由于本公司送红

股、转增股本的原因增持的本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限售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九、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

十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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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

的新老股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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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发行的合规情况 

保荐人对发行人发行股票的具体意见说明如下： 

一、本次证券发行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董事分项表

决并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

议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三）对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 

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进行了修订，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方案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发行人上述决策行为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除本次发行尚需获得深交所发行

上市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外，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履行了其他必要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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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存在的关联关系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

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荐机构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股

票 20,647 股，信用融券专户持有发行人股票 132,800 股，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未持有发行人股票，保荐机构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股票 36,041,838 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保荐机构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

有发行人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

关联方除可能存在的少量二级市场投资外，不存在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中

信证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

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也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

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

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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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提供异于正

常商业条件的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保

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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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

人证券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二）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

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五）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

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六）保荐人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七）保荐人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保荐人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九）保荐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2020 年修订）》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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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事项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

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

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

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涉及

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

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保荐机构应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关联机构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督导发

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证监会、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持续关注发行

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根据监管规定，对

发行人进行定期现场检查，并在发行人发生监管规定的情形

时，对甲方进行专项检查等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于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内提出的整改建议，发行人应会

同保荐机构认真研究核实后并予以实施；对于保荐机构有充

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反违规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

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或者其他不当情形，保荐代表人在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过程中受到非正当因素干扰或发行人不

予以配合的，发行人应按照保荐机构要求做出说明并限期纠

正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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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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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保荐机构对本次上市的推荐结论 

作为汤臣倍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

册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通知的规

定，由项目组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由内核部进行了集体评审，并与

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汤臣倍健具备了《公

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并上市的条件，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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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魏宏敏 
 

 

   
 

 

  曾劲松 
 

 

项目协办人：  
 

 

  何广锋 
 

 

内核负责人：  
 

 

  朱  洁 
 

 

保荐业务负责人：  
 

 

 马  尧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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