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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9 证券简称：健帆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23117 债券简称：健帆转债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健帆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健帆转债（债券代码：123117）的转股期限为 2021年 12月 29日至 2027

年 6 月 22 日，最新有效的转股价格为 89.51 元/股。 

2、 2022 年第四季度，共有 71张“健帆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 7,100

元人民币），合计转为 78股“健帆生物”股票（股票代码：300529）。 

3、 截至 2022年第四季度末，公司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为 9,998,486张，剩

余票面金额为 999,848,600 元人民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健帆转债”）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17 号”文同意注册，健帆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000.00 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 100,000.00 万元的

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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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10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健帆转债”，债券代码“123117”。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健帆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

约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6 月 29 日）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之日止，即 2021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27 年 6 月 22 日。 

（四）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90.60 元/每股。根据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健帆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鉴于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及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登记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

本有所增加，“健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90.60 元/股调整为 90.57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 2021 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

不调整健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鉴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但该次股份

变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健帆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仍为 90.57 

元/股。 

根据公司 2022 年 6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健帆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鉴于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

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9.00

元（含税），因此“健帆转债”的转股价格从 90.57 元/股调整为 89.68 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10 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 2022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健帆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导致公司总股本数量发生

变动，“健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89.68 元/股调整为 89.51 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2 月 23 日起生效。 

综上，“健帆转债”最新有效的转股价格为 89.51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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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 年第四季度“健帆转债”完成转股 71 张，转股数量为 78 股股票。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健帆转债”尚有 9,998,486 张，剩余票面金

额为 999,848,600 元人民币。 

健帆转债的股票来源为优先使用公司回购股份，不足部分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2022 年第四季度健帆转债的转股对公司股本结构没有影响。2022 年第四季度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更前 

（2022.9.30）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更后 

（2022.12.30）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可转债 

转股 
其他注

 变动小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93,111,866 36.29% 0 -139,900 -139,900 292,971,966 36.27% 

其中：高管锁定股 292,713,116 36.24% 0 -1,150 -1,150 292,711,966 36.24% 

     股权激励限售股 398,750 0.05% 0 -138,750 -138,750 260,000 0.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4,638,669 63.71% 0 99,751 99,751 514,738,420 63.73% 

三.总股本 807,750,535 100.00% 0 -40,149 -40,149 807,710,386 100.00% 

注：“其他”主要系 2022 年第四季度公司各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完成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而导致的股本结构及总股本数量的变动。 

公司回购股份的转股情况： 

公司回购专户 

本次变更前 

（2022.9.30）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更后 

（2022.12.30）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846,241 1.10% -78 

      

8,846,163  

 

1.10% 

三、咨询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756-3619693 

传真：0756-3619373 

电子邮箱：ir@jafron.com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健帆生物”股本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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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健帆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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