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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房产证、未按照租赁房产规定用途使用租赁房产、未进行备案或租赁的部分涉及集体用地的房屋未

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情形。上述存在瑕疵租赁的房屋替代性强、租赁面积占

公司租赁房产面积比例较小、未取得房产证房产或未进行租赁备案的情形占比不高,但若租赁瑕疵问题

集中爆发，仍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商誉减值风险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5,757.78万元，系公司2019年度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康源

堂永仁、楚雄源生及其他门店所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

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康源堂永仁、楚雄源生及其他被收购门店

未来由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原因导致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可能导致商誉减值，从而对公司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七）医药零售电商业冲击下消费者购药习惯改变的风险

随着近年来国家鼓励“互联网+医药流通”的行业发展趋势，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网订店取、

网订店送”等政策的逐步落地实施，包括医药零售电商业务在内的全渠道医药零售业务的发展进入了新

阶段，对单纯的线下医药零售实体门店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我国医药零售平台的推动以及第三方物

流配送服务快速发展，推动消费者购药习惯开始发生变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互联网+” 医保服务政策的探索实施进一步加速了监管要求及消费习惯的转变，网上问诊、审方、购药逐

步理顺并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目前，公司销售方式仍以线下门店零售为主。未来，随着监管政策的推进、

技术的进步、医药零售电商业务的扩张以及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可能会影响线下零售药店市场份额，

对公司线下医药零售业务造成冲击。

（八）区域竞争进一步加剧制约公司门店规模扩大的风险

随着零售药店门店数量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医药零售连锁上市公司依托资金优势，加快业务拓展、兼

并收购的步伐，区域间竞争进一步加剧。 目前，公司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云南地区，虽然公司在该地区已

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与一心堂在云南地区的经营规模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云南省外市场公司目前

仍处于开发阶段，与当地大型医药连锁企业经营规模相比，差距较大。 未来，若公司经营所在区域竞争对

手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区域竞争不断加剧，可能对公司门店规模扩张计划产生制约，进而对公司整体业

绩造成不利影响。

（九）医药零售电商业务政策变化及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公司正通过在PC端/移动端自建平台、在门店部署佳e购电子货架、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以及与

“美团外卖” 、“饿了么” 等O2O平台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电商业务，但整体业务规模较小，业务模式正处

于探索与整合完善阶段。随着医药电商准入政策的逐步放开，医药电商参与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如果公司未能及时适应医药零售电商业务政策变化，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电商业务

模式，提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渠道营销业务能力，以应对来自同行业可比公司医药零售电商业务和如

阿里健康、京东大药房等医药零售电商平台等行业参与者日趋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公司医药零售电商

业务无法达到业绩预期，进而影响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1,325.00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流通股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5%

发行价格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确定发行价格。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72.89元/股

发行市盈率

17.2455倍 （每股收益按照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22.9944倍 （每股收益按照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7.68元（按照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3,975万股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9.76元（按照2020年6月30日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4.12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2.45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人民币普通股（A股）账户的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或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及净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96,579.25万元；净额为87,450.16万元。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费用概算

保荐费及承销费用：71,434,437.50元；

会计师费用：8,600,000.00元；

律师费用：6,000,000.00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800,000.00元；

发行手续费用：456,415.93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Yunnan�Jianzhijia�Health-Chain�Co.,�Ltd.

注册资本 3,975万元

法定代表人 蓝波

成立日期 2004年9月27日，于2008年8月28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五）综合楼

邮政编码 650224

电话号码 0871-65711920

传真号码 0871-65711330

互联网网址 http://www.jzj.cn/

电子信箱 ir@jzj.cn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前身为云南健之佳药业有限公司。 健之佳有限于2008年8月28日依法整体变更设立为云南健之

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530000000000935，注册资本为3,260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出资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蓝波 8,890,900 27.27

2 畅思行 8,890,900 27.27

3 王雁萍 5,927,268 18.18

4 郝培林 2,963,633 9.09

5 李莹 2,963,633 9.09

6 张小军 1,481,833 4.55

7 高峰 1,481,833 4.55

合计 32,600,000 100.00

2008年6月8日，健之佳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健之佳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截

至2008年6月30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折合成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2008年7月24日，亚太中汇云南分所出具《审计报告》（亚太审字[2008]B-H-0508号），审验确认截

至2008年6月30日，健之佳有限的净资产为32,603,372.84元。

2008年7月25日，健之佳有限股东共同签订了《关于云南健之佳药业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为云

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约定健之佳有限的股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确认健

之佳有限截至2008年6月30日的账面净资产为32,603,372.84元，同意以其中3,260万元作为股份公司的

注册资本，由全体发起人以其于健之佳有限的所有者权益份额项下的净资产认购，多于注册资本的净资

产成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008年7月30日，亚太中汇云南分所出具《验资报告》（亚太验字[2008]B-H-0059号），验证截至

2008年6月30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32,600,000.00元，公司的股本为32,

600,000.00元；各股东以健之佳有限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的净资产出资人民币32,600,000.00元。

2008年8月8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全体发起人一致通过了公司设立的有关决议，以及新的公司章

程及其他事项，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一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

2008年8月28日，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530000000000935，注册资本为3,260万元。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畅思行 8,890,900 27.27

2 蓝波 8,890,900 27.27

3 王雁萍 5,927,268 18.18

4 李莹 2,963,633 9.09

5 郝培林 2,963,633 9.09

6 张小军 1,481,833 4.55

7 高峰 1,481,833 4.55

合计 32,600,000 100.00

2015年3月30日，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改设立时的净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追溯评

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P2015）第A016号）。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健之佳有限净资

产评估值较账面价值减少426.30万元，主要系由于对四川福利大、重庆健之佳的长期股权投资未计提减

值准备所致。公司对四川福利大和重庆健之佳的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均为0元，应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7,530,349.00元；2008年5月、6月“健之佳” 商标权未进行摊销金额16,666.66元；2008年1-6月合

计减少所得税费用916,920.32元。因此，发起人股东合计应补足的金额为6,630,095.34元。针对该笔补足

金额， 发起人股东同意向股份公司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11月22日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

利率6.15%计算的2008年7月至2015年4月的资金占用费合计2,786,297.47元。

各发起人股东补足的净资产金额和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改制设立时持有股份数（股） 补足的净资产金额（元） 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元）

1 畅思行 8,890,900 1,808,205.97 759,898.53

2 蓝波 8,890,900 1,808,205.97 759,898.53

3 王雁萍 5,927,268 1,205,470.92 506,599.14

4 李莹 2,963,633 602,735.26 253,299.48

5 郝培林 2,963,633 602,735.26 253,299.48

6 张小军 1,481,833 301,370.98 126,651.15

7 高峰 1,481,833 301,370.98 126,651.15

合计 32,600,000 6,630,095.34 2,786,297.47

2015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起人股东补足股份公司改制设立时净资产金额

的事项。

2015年5月18日，中审亚太出具了《股东出资情况鉴证报告》（中审亚太鉴[2015]020035号），验证

截至2015年5月18日，公司各发起人股东已按照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补足了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净资产出资不足的金额。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975万股。 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1,325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发行后的总股本不超过5,300万股。

如本次发行新股1,325万股，则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及股份类

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 畅思行 8,890,900 22.37% 8,890,900 16.78%

2 蓝波 8,182,733 20.59% 8,182,733 15.44%

3 王雁萍 5,970,901 15.02% 5,970,901 11.27%

4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5.20% 2,068,000 3.90%

5 郝培林 1,963,633 4.94% 1,963,633 3.70%

6 宁波德瑞 1,788,750 4.50% 1,788,750 3.38%

7 高峰 1,481,833 3.73% 1,481,833 2.80%

8 西藏天时 1,349,400 3.39% 1,349,400 2.55%

9

昆明

饮水思源

972,000 2.45% 972,000 1.83%

10

苏州

和聚融益

876,680 2.21% 876,680 1.65%

11

苏州

和聚汇益

876,680 2.21% 876,680 1.65%

12 苏州和益 830,390 2.09% 830,390 1.57%

13 宁夏方舟 829,600 2.09% 829,600 1.57%

14 项红 518,500 1.30% 518,500 0.98%

15 上海九瑞 397,500 1.00% 397,500 0.75%

16 蓝抒悦 397,500 1.00% 397,500 0.75%

17 昆明南之图 366,000 0.92% 366,000 0.69%

18 昆明云健宏 365,000 0.92% 365,000 0.69%

19 昆明春佳伟 364,000 0.92% 364,000 0.69%

20 罗英辉 310,000 0.78% 310,000 0.58%

21 颜文 200,000 0.50% 200,000 0.38%

22 张云鸿 150,000 0.38% 150,000 0.28%

23 宫永平 130,000 0.33% 130,000 0.25%

24 施艳春 100,000 0.25% 100,000 0.19%

25 江燕银 80,000 0.20% 80,000 0.15%

26 赵乔珍 60,000 0.15% 60,000 0.11%

27 张春华 60,000 0.15% 60,000 0.11%

28 倪峻峰 60,000 0.15% 60,000 0.11%

29 纳鹏远 40,000 0.10% 40,000 0.08%

30 文薇 40,000 0.10% 40,000 0.08%

31 梁庆民 30,000 0.08% 30,000 0.06%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32 社会公众股 - - 13,250,000 25.00%

合计 39,750,000 100.00% 53,0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畅思行 8,890,900 22.37%

2 蓝波 8,182,733 20.59%

3 王雁萍 5,970,901 15.02%

4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5.20%

5 郝培林 1,963,633 4.94%

6 宁波德瑞 1,788,750 4.50%

7 高峰 1,481,833 3.73%

8 西藏天时 1,349,400 3.39%

9 昆明饮水思源 972,000 2.45%

10 苏州和聚融益 876,680 2.21%

合计 33,514,830 84.32%

（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任职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任职情况

1 蓝波 董事长、总经理

2 王雁萍 董事

3 郝培林 -

4 高峰 -

5 项红 -

6 蓝抒悦 -

7 罗英辉 -

8 颜文 副总经理

9 张云鸿 董事、副总经理

10 宫永平 全国发展部高级经理

（四）战略投资者持股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无战略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1、畅思行受蓝波、舒畅夫妇共同控制；

2、昆明南之图、昆明春佳伟、昆明云健宏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均受蓝波管理和控制；

3、蓝抒悦为蓝波之女；

4、苏州和聚融益、苏州和聚汇益、苏州和益普通合伙人均为苏州和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5、郝培林为畅思行财务负责人；

6、畅思行总经理朱红旗为昆明饮水思源有限合伙人，出资509.353万元（占22.47%）；

7、上海九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宁波德瑞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8,000万元；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详见招股说明书之“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之“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的持股及变动

情况” 。

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本招股说明书摘要之“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发行情况及股东对股份的锁定承

诺” 。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内容

自成立以来，公司主要从事药品、保健食品、个人护理品、家庭健康用品、便利食品、日用消耗品等健

康产品的连锁零售业务，并提供相关专业服务。 历经多年逐步发展和积累，公司从昆明起步发展，立足云

南，涵盖云南、重庆、四川、广西等区域，专注扎根西南，依托较为完善的连锁零售网络和专业医药服务实

力，构筑核心竞争优势，形成稳步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趋势，构建了以药品销售为主、健康护理和便利品

销售为辅，直营连锁药品门店实体零售为核心，与电商经营有机结合的商业模式和多元化社区健康服务

生态圈，成为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实力的全国性知名健康连锁零售企业。

长期以来，公司始终恪守“以专业的精神，优质的服务建立信誉，努力实现顾客满意的承诺” 的企业

使命，秉持“健康+专业+便利”的经营定位，践行“品质保证、专业服务、顾客满意” 的服务宗旨，贯彻“集

团化管理、多元化经营、全国性扩张” 的总体战略，凭借行业内先进的营运管理技术、高效的物流体系和不

断优化的信息系统三大支柱，联合佳e购、APP、微商城、官网、第三方平台等电商工具，搭建以会员为核心

的全渠道营销平台，打造集合了社区专业便利药房、中医诊所、社区诊所、体检中心和便利店等业态的多

元化社区健康服务生态圈。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拥有1,607家直营社区专业便利药房、4家直营中医诊所、2家直营社区诊

所、1家直营体检中心、211家直营便利店和24家加盟便利店，直营门店总经营面积为26.43万平方米，会员

人数超过1,100万人。 2020年1-6月，公司会员消费金额占销售额的比例超过69%。

（二）发行人的销售方式

公司主要通过直营门店实现药品、保健食品、个人护理品、家庭健康用品、日用消耗品及便利食品等

产品的零售，为消费者提供健康、专业和便利的服务。 此外，公司通过官网商城、电商平台旗舰店、微信公

众号及手机移动端等多渠道发展电商业务，同时探索和发展医药电商业务模式。

线下：目前公司的连锁门店主要分布于云南、重庆、广西和四川地区，包含社区专业便利药房、中医诊

所、社区诊所、体检中心和便利店等多种业态，充分体现了公司向“大健康” 方向拓展的差异化经营理念。

同时通过线下的实体店吸收广大会员，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和整体健康解决方案。

线上B2C：随着医药连锁行业及电商业态的发展，为迎合现代消费者的网购需求，公司自建健之佳健

康药房网（http://www.jzj.cn/），并在第三方平台如京东商城、天猫、苏宁易购、拼多多开设旗舰店。 公

司积极发展线上B2C业务，充分发挥现有的资源优势，同时扩大公司业务覆盖范围。

移动端（Mobile）：近年来公司开拓了手机移动端购物的医药销售渠道，消费者登录健之佳健康药

房微信公众号内嵌的手机商城购物，可与线下实体店共享会员权益。

O2O：为了实现线上线下、手机端、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模式的交互，并实现营销、客户开发、会员

服务、信息共享、商品交易、商品支付、移动医疗等多种功能，顾客可以在门店内的“佳e购” 设备上选择预

定电子目录中的相关商品，并完成在门店内提取货物、支付的购物体验。“佳e购”可读取二代身份证并协

助顾客办理会员卡，并支持会员资料更新、查询消费记录、积分记录、进行积分兑换等功能。

（三）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拥有1,607家直营社区专业便利药房、4家直营中医诊所、2家直营社区诊

所、1家直营体检中心、211家直营便利店和24家加盟便利店，直营门店总经营面积为26.43万平方米，会员

人数超过1,100万人。 2020年1-6月，公司会员消费金额占销售额的比例超过69%。

销售规模方面，在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公布的“2019年销售总额前100位的药品零售企业排序” 名单

中，公司排名第12位；在《中国药店》杂志公布的“2019-2020年度中国药店价值榜100强” 中，公司排名

第13位。

直营门店数量方面，在《中国药店》杂志公布的“2019-2020年度中国药店直营连锁100强” 中，公司

排名第9位；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发布的“2020年中国便利店TOP100” 榜单中，按门店数量排

名，之佳便利排在全国第68位。

公司竞争力方面，在西普会发布的“2019-2020年度中国药品零售企业综合竞争力排行榜” 中，公司

排名跨区域连锁第3名，并连续六年蝉联“中国药品零售企业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专业力单项冠军。

公司奉行“来源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企业责任，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公司

积极参与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文件， 截至

2020年1月16日，公司录用的云南省员工中有598名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建档立卡贫困户。

公司在为上述员工提供稳定就业的同时，通过自身完善的培训体系，使其掌握了基本的医药知识以及商

品营销技能，为其后续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参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云南省疫情防控物资重

点保供企业，公司根据云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积极参与疫情防护相关物资的采购、仓储与配送，努

力保障防疫物资的供应。公司分布于云南、四川、重庆和广西四省市的全部经营门店、物流中心、总部员工

坚守岗位，努力保障门店疫情期间的正常经营，积极参与门店所在地社区防疫工作，尽最大努力满足周边

消费者对药品、防护用品等防疫物品和生活便利品的需求。 同时，公司已向经营所在地政府机关、医疗机

构、慈善机构累计捐赠口罩、防护服、护目镜、药品等价值达到30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机器设备等。本公司定期对

固定资产进行维修、保养和改造，目前固定资产使用状况良好，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的需要，截至2020

年6月30日，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35,861.51 3,185.51 32,676.00 91.12%

电子设备 5,438.61 3,230.32 2,208.29 40.60%

办公设备 3,005.39 1,794.07 1,211.32 40.30%

机器设备 1,078.62 653.77 424.85 39.39%

运输设备 1,211.67 888.24 323.43 26.69%

合计 46,595.80 9,751.92 36,843.88 79.07%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

权证号

坐落 面积（㎡）

使用

权人

地类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1

昆西个国用（2012）第

1201502号

广福路以北广福小区

（一区）西区

47.31 发行人 其他商服用地 出让 2046.9.4

2

曲市国用（2014）第

09008号

曲靖市柳家西路 19.51 发行人 商业用地 出让 2051.11.14

3

昆国用（2011）第00629

号

昆明市菱角塘小区组

团（菱角塘路

372-374号）

219.69 发行人 综合用地 出让 2048.8.10

4

文国用（2009）第01514

号

文山市建禾西路师专

路口1幢101号

15.85 发行人 商业用地 出让 2052.3.26

5

昆五个国用（2009）第

0216769号

昆明市创意英国温莎

公爵玫瑰园2幢牛津

街第1层14号

10.44 连锁药房 商业用地 出让 2043.11.3

6

盘个国用（2015）第

0008384号

昆明市金沙小区中心

广场铺面13、14号

8.66 连锁药房 批发零售用地 出让 2038.2.20

7

盘个国用（2015）第

0008385号

昆明市金沙小区中心

广场铺面13、14号

8.66 连锁药房 批发零售用地 出让 2038.2.20

8

成国用（2010）第1020

号

成华区建设路8号 239.17 四川勤康 商业用地 出让 2040.8.20

（三）商标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共拥有注册商标45项，具体情况如下：

注：列表中第33项、注册号为7291274的商标目前公司已经提出续展申请，该商标的续展不存在法律

障碍，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四）软件著作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已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登记软件著作权3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首次发表日期 登记号 著作权人

1

健之佳网上商城系统软件[简称：

JMall]V1.0

2012-08-31 2012SR110933 发行人

2

健之佳门店收银系统软件[简称：

Mypos]V14.3

2012-08-31 2012SR110918 发行人

3 健之佳商业连锁智能系统V11.15 2008-05-01 2008SR14346 发行人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1、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畅思行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

组织，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和健之佳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健之佳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二、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在作为健之佳的控股股东期间，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本公

司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健之佳相同或相似的、对健之佳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并且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健

之佳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三、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在作为健之佳的控股股东期间，凡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

组织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健之佳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按照

健之佳的书面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健之佳，以避免与健之佳存在同业竞争。

四、本公司承诺，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健之佳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赔偿健之佳因

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五、本承诺函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

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2）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组

织，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和健之佳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健之佳存在竞争关

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二、本人承诺，本人在作为健之佳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期间，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本人

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的关联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健之

佳相同或相似的、对健之佳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并且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健之佳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三、本人承诺，本人在作为健之佳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期间，凡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

织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健之佳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按照健之

佳的书面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健之佳，以避免与健之佳存在同业竞争。

四、本人承诺，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健之佳经济损失的，本人将赔偿健之佳因此受到

的全部损失。

五、本承诺函所述事项已经本人确认，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自愿接受

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3）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王雁萍、昆明诚德业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本单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

企业或组织，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和健之佳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健之佳存

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二、本人/本单位承诺，本人/本单位在作为健之佳的股东期间，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

本单位、本人/本单位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本单位的关联企业，不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健之佳相同或相似的、对健之佳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并且保证

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健之佳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

三、本人/本单位承诺，本人/本单位在作为健之佳的股东期间，凡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健之佳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

务，本人/本单位将按照健之佳的书面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健之佳，以避免与健之佳存在同业竞争。

四、本人/本单位承诺，如果本人/本单位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健之佳经济损失的，本人/本单

位将赔偿健之佳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五、本承诺函所述事项已经本人/本单位确认，为本人/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人/本单位具有法

律约束力。 本人/本单位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支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金额分别为227.00万元、409.11万

元、487.85万元、199.51万元。

（2）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商品采购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采购内容 定价方式 2020年上半年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合同定价 - - 45.07 2,481.72

云南恒创 接受劳务 合同定价 - 34.17 479.56 -

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合同定价 - - 7.60 -

合计 - 34.17 532.23 2,481.72

注：公司董事李文明于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任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披露与

其关联交易数据至董事李文明辞任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月止。

2018年，公司向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金额存在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直接向东阿阿

胶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结算模式为预付账款，为争取信用期，公司2018年变更为主要通过给予公司信用期

的经销商进行采购，2018年度公司直接与间接采购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不含税总采购额为2,

438.04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及购买劳务占发行人总采购额的占比情况如下：

年度 2020年1-6月占比 2019年度占比 2018年度占比 2017年度占比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 - 0.02% 1.59%

云南恒创 - 0.015% 0.26% -

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

- - 0.004% -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商品销售及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服务 合同定价 21.85 200.86 185.42 154.91

五华区黑林铺团山

社区卫生服务站

销售商品

与公司门店供货价

格一致

38.66 16.41 2.41 41.96

高新区红塔社区卫

生服务站

销售商品

与公司门店供货价

格一致

107.41 47.78 45.32 97.06

合计 167.92 265.05 233.15 293.93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占营业收入的占比情况如下：

年度 2020年1-6月占比 2019年度占比 2018年度占比 2017年度占比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0.010% 0.057% 0.07% 0.07%

五华区黑林铺团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0.018% 0.00465% 0.0009% 0.02%

高新区红塔社区卫生服务站 0.051% 0.0135% 0.02% 0.04%

（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租赁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云南金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合同定价 13.77 26.24 - -

合计 13.77 26.24 - -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占所有租赁的占比情况如下：

年度 2020年上半年 2019年度占比 2018年度占比 2017年度占比

云南金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0.078% 0.083% - -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

名称

担保金额

（万）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1 蓝波、舒畅、公司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10,000.00 2020.5.6 2023.5.6 否

2

蓝波、舒畅、云南健之佳商业物

流有限公司、公司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3,400.00 2020.5.14 2024.5.14 否

3 蓝波、舒畅 公司 5,000.00 2020.3.31 2024.3.30 否

4

蓝波、舒畅、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公司 3,000.00 2020.3.26 2023.3.26 否

5 蓝波 公司 7,000.00 2020.4.3 2023.2.19 否

6 蓝波 公司 3,500.00 2020.2.25 2023.2.25 否

7 蓝波、舒畅、公司

云南之佳便利店有

限公司

2,300.00 2020.5.8 2026.5.8 否

8 蓝波、舒畅、公司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9,000.00 2020.5.8 2026.5.8 否

9

蓝波、舒畅、云南健之佳商业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 12,000.00 2020.4.16 2026.4.16 否

10 蓝波、舒畅、公司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6,300.00 2019.12.12 2025.12.12 否

11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

公司

公司 4,615.00 2019.12.31 2024.7.12 否

12

蓝波、舒畅、云南健之佳商业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 6,600.00 2019.12.6 2023.12.6 否

13 蓝波、舒畅、公司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3,000.00 2019.10.08 2022.10.08 否

14 蓝波、舒畅 公司 8,500.00 2019.8.19 2023.8.19 否

15

蓝波、舒畅、云南健之佳商业物

流有限公司、公司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

康药房有限公司

3,400.00 2019.9.12 2020.5.13 是

16 蓝波、舒畅 公司 9,600.00 2019.4.9 2020.4.15 是

17 健之佳物流 公司 9,600.00 2019.4.8 2020.4.15 是

18 蓝波、舒畅、健之佳物流 公司 6,600.00 2018.10.18 2019.12.6 是

19 蓝波、舒畅、公司 连锁药房 5,400.00 2018.5.15 2019.12.11 是

20 蓝波、舒畅、健之佳物流 公司 6,000.00 2018.4.12 2019.4.12 是

21 蓝波、舒畅、公司 连锁药房 3,600.00 2018.4.12 2020.5.7 是

22 蓝波、舒畅 公司 4,615.00 2017.7.12 2021.7.12 否

23 蓝波、舒畅 公司 6,400.00 2018.6.29 2019.8.18 是

24

蓝波、舒畅、王雁萍、强卫东、公

司

连锁药房 4,000.00 2017.5.19 2018.5.19 是

25 蓝波、舒畅 公司 6,400.00 2017.4.21 2018.4.21 是

26 蓝波、舒畅、公司 连锁药房 3,000.00 2017.4.25 2018.4.25 是

27 蓝波、舒畅、公司 连锁药房 5,400.00 2016.3.2 2018.3.2 是

28 蓝波、舒畅 公司 6,400.00 2016.1.5 2017.1.5 是

29

畅思行、蓝波、舒畅、郝培林、李

健、王雁萍、强卫东

公司 5,000.00 2016.2.5 2017.2.5 是

30 蓝波、舒畅、王雁萍 公司 2,307.00 2015.6.10 2017.6.10 是

31 蓝波、舒畅、王雁萍 公司 1,500.00 2015.6.10 2017.6.10 是

32 蓝波、舒畅、健之佳物流 公司 3,600.00 2015.1.7 2018.1.7 是

3、关联方往来余额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应收账款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 - 45.00 -

高新区红塔社区卫生服

务站

131.72 100.38 77.31 113.61

五华区黑林铺团山卫生

服务站

30.40 8.33 0.73 49.10

其他应收款

高新区红塔社区卫生服

务站

0.54 5.19 4.16 -

五华区黑林铺团山卫生

服务站

0.45 3.28 2.53 -

应付账款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 - - 225.80

恒创智城科技有限公司 2.12 49.83 145.98 2.12

预付账款

云南金呈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13.77 27.55

其他应付款

五华区黑林铺团山社区

卫生服务站

- - - 28.88

高新区红塔社区卫生服

务站

- - 1.32 64.23

4、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关

联交易合法有效，所约定的条款条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的程序，2017年3月

2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2017年9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拟向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8年6

月1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2019年3月2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20年3月3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股东均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核查，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关联交易已按照法

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交易系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

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关联交易是公允、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019年3月2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

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

2019年4月10日，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起止日

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20年上半

年薪酬情况

（元）

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

量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蓝波

董事

长、总

经理

男 53

2017.10.11-

2020.10.11

（董事长）、

2017.10.29-

2020.10.11

（总经理）

蓝波（曾用名“兰波” ）先生，中国国

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1月出

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就读于上海交

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1988年7月至

1990年7月，在云南云兴股份有限公司

任办公室职员；1990年7月至1992年1

月，在昆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包装技术

协会任办公室职员；1992年1月至1994

年1月，在云南铁路建设指挥部计财处

统计科任副科长；1994年1月至1995年

1月，在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任产品

经理；1995年1月至2004年12月，在深

圳海王星辰连锁药房有限公司，任财务

总监、常务副总经理。 2002年至2005年

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2004年9月至今，在健之佳任董

事长、总经理。

畅思行执行董事；昆

明南之图普通合伙

人；昆明云健宏普通

合伙人；昆明春佳伟

普通合伙人；健之佳

体检中心执行董事；

连锁药房执行董事、

总经理；之佳便利执

行董事、总经理；抒悦

传媒执行董事；健之

佳物流执行董事；绵

阳健之佳执行董事；

重庆健之佳执行董

事；重庆勤康执行董

事；四川勤康执行董

事；四川福利大董事

长；玉溪健之佳执行

董事；曲靖健之佳执

行董事；楚雄源生执

行董事；康源堂永仁

执行董事

452,995.70 28.73% -

王雁

萍

董事 女 58

2017.10.11-

2020.10.11

王雁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62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 1978年9月至1982年7

月就读于云南工学院，1982年7月至

1986年12月就职于昆明市公共汽车公

司，职务为职工；1987年1月至1992年

11月就职于云南省交通厅科研所，职务

为职工；1993年1月至1999年11月就职

于云南恒宇科技有限公司，职务为经

理；1995年9月至1997年7月于云南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17年

2月至2017年12月，任云南亨德森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2月至

今，任杭州信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2017年7月至今任恒创智城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2008年8月至今，在健

之佳任董事。

杭州信为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恒创智

城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15,000.00 15.02% -

张云

鸿

董事、

副总

经理

男 50

2017.10.11-

2020.10.11

（董事）、

2017.10.29-

2020.10.11

（副总经理）

张云鸿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70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工程师。 1991年7月至1993年2月，

就职于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309地质

队，队员；1993年3月至1995年6月任西

南有色地质勘查局地质研究所团委书

记；1995年7月至1997年7月任云南省

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97年7月至

1998年10月任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地

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7月至2002年

1月任昆明云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2002年4月至2002年11月任深圳海

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2002

年11月至2008年8月在云南健之佳连锁

健康药房有限公司历任人事行政部经

理、行政总监、副总经理；2008年8月至

今在健之佳历任副总经理、公司董事。

- 240,605.25 0.38% -

李文

明

董事 男 47

2017.10.11-

2020.10.11

李文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73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执业药师。 1992年2月至1995年7月

就读于开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

6月至2002年8月任河南省平顶山市湛

河区卫生局职员；2002年9月至2004年

7月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获得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2004年7月至2005年2月

任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

2005年3月至2006年12月任北京北大

方正集团公司医药事业部经理。 2007

年至今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

人；2017年6月至今任上海和君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1月至今

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秘书长、2016年

4月至2020年5月任北京爱康宜诚医疗

器材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4月至2020

年6月任爱康医疗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

董事；2015年3月至今任山东新华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8月至

2018年7月任北京天衡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任广

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4月至今任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9年4月至今任迈得医

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5年3月起任健之佳董事。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

秘书长；北京和君咨

询有限公司合伙人；

上海和君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山

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南京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迈得医疗工

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15,000.00 - -

赵振

基

独立

董事

男 43

2020.08.01-

2020.10.11

赵振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77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6年9月-2000年7月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2000年7月-2001年6月任《福

建省泉州晚报》社记者；2001年7月

-2001年11月任《深圳南山日报》社特

稿记者；2001年7月-2002年10月任深

圳华润超市管理公司内刊编辑；2002年

11月-2007年7月任《中国药店》杂志

社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2007年8月

-2009年4月任《中国航务周刊》执行

主编；2009年9月至今任《中国药店》杂

志社研究部主任、采编总监；2020年8月

至今，任健之佳独立董事。

《中国药店》杂志社

研究部主任、采编总

监

- - -

张炜

独立

董事

男 49

2017.10.11-

2020.10.11

张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71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8年9月至2012年4月任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教授，创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

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并任主任；2012

年4月至2014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院长助理；2012年4月至2018年

9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2012年5月至今任上海商宏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2013年2月至2019年7月

任上海颐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

3月至2018年6月任合信创新（北京）咨

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5年2月

至今任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15年7月至今任北京新医力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2月至2019年5

月任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6年7月至今任北京领医创造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5月至2020年

7月任北京博太智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20年7月至今任北京博太

智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9

月至2020年5月任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2015年3

月至今，任健之佳独立董事。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北京领

医创造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北京新医

力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博太智方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

30,000.00 - -

刘海

兰

独立

董事

女 52

2017.10.11-

2020.10.11

刘海兰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68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 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就读

于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1990年8

月至1998年10月于云南有色地质局

（前身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任会计、

审计科长；1998年10月至2009年9月，

于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历

任项目经理、审计部经理；2009年9月至

2010年5月，于信永中和昆明分所任审

计部经理、高级经理；2010年6月至

2015年1月，于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15年1月至2019年5月，任云南锦苑

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2011年7月至2019年10月，任

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昆

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2015年5月至今任贵研

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4

月至2018年12月，任云南晋宁花卉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2月至今，任

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2017年8月至2020年6

月，任保山保农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8年9月至今，任昆明川金诺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3月

至今，任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15年12月至今，任健之佳独立董事。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云南锦苑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贵

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昆明川金

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30,000.00 - -

方丽 监事 女 46

2018.12-

2020.07

方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74年4月出生，高中学历。 1991年

12月至1999年12月在云南会泽铅锌矿

任工人，2000年4月至2009年12月在连

锁药房历任营业员、店长、区域经理、顾

客服务部客服主管、顾客服务部负责

人、顾客服务部副经理；2010年1月至

2019年2月在健之佳任全国顾客服务部

经理；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任健

之佳监事；2018年11月至今，任职健之

佳监事，2019年2月至今在健之佳任顾

客服务部高级经理。

- 80,329.66 0.061% -

金玉

梅

职工

代表

监事

监事

会主

席

女 44

2017.07-

2020.07

金玉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7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就读于昆明冶

金工校；1996年7月至1999年10月任云

南科工贸医药实业公司职员；1999年10

月至2004年9月在连锁药房历任营业

员、店长、区域经理；2004年10月至

2008年8月在健之佳有限历任人事主

管、人事部负责人、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人力资源部经理；2008年3月至2010年

7月就读于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2008年8月至今历任健之佳人力资源部

经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2014年3月至今，任健之佳职

工监事，2019年1月至今，任健之佳监事

会主席，2019年5月至今任健之佳风控

总监。

- 98,484.78 0.061% -

朱音 监事 男 36

2017.07-

2020.07

朱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84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3月至2013年6月任上海联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职员，2013年7月至

2016年6月任上海联新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职员，2016年7月至今任上海联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2013年3月至

2016年6月任四川广汉士达炭素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2015年12月至今任广州鸿

琪光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

10月至今任江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漫迪

医疗仪器（上海）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3月至今任Alliance�One�Investment�

Singapore�Pte.Ltd.董事；2019年3月至

今任Sight�Diagnostic�s�Ltd.董事；

2019年3月至今任Rapid�Medical�Ltd.

董事；2015年11月至今，任健之佳监事。

广州鸿琪光学仪器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江

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漫

迪医疗仪器（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

Alliance�One�

Investment�

Singapore�Pte.Ltd.董

事；Sight�Diagnostic�

s�Ltd.董事；Rapid�

Medical�Ltd.董事

15,000.00 - -

颜文

常务

副总

经理

女 54

2017.10.29-

2020.10.11

颜文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66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2年6月至2007年12月任美信医药

连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行销市场部经

理、加盟开发部总监；2004年1月至

2004年12月兼任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

有限公司总部商品部经理；2005年6月

至2020年3月任深圳斯尔康科技有限公

司监事；2017年9月至今任深圳市森锡

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08年8月至

2011年3月，任健之佳副总经理；2011年

3月至今，任健之佳常务副总经理。

抒悦传媒总经理；深

圳市森锡源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

418,614.84 0.50% -

胡渝

明

副总

经理

男 54

2017.10.29-

2020.10.11

胡渝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66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 1984

年9月至1988年8月就读于安徽财经大

学商品学专业；1988年10月至1991年5

月任昆明供销社食品批发部经理；1991

年5月至1996年8月任昆明金穗饭店商

场经理；1996年8月至1998年10月任昆

明粮贸公司副总经理兼金茂酒店副总

经理、金苑商厦超市副总经理；1998年

11月至2000年9月任昆明沃尔玛超市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0年9月至

2002年5月任福州沃尔玛超市有限公司

长城店总经理；2002年5月至2003年5

月任昆明沃尔玛超市有限公司集大店

总经理；2003年5月至2005年9月任昆

明百安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5年10月至2007年9月任中国百安

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华

西区总经理；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

任中国百安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中国

区副总裁、华北区总经理；2010年8月至

2011年5月任健之佳常务副总经理；

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任中国伊顿教

育集团幼儿园事业部总经理；2012年9

月至今，任健之佳副总裁；2016年1月至

今，任健之佳副总经理。

- 116,598.00 0.13% -

江燕

银

副总

经理

女 50

2018.1.28-

2020.10.11

江燕银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70年11月出生，中技学历。

1989年9月至1999年2月任昆明轻工业

机械厂职工；1999年3月至2002年9月

任健之佳有限店长；2002年10月至

2007年12月任健之佳有限区域经理；

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健之佳营

运总监，2018年1月，任健之佳副总经

理。

- 228,468.09 0.20% -

李恒

财务

总监

兼董

事会

秘书

男 43

2017.10.29-

2020.10.11

李恒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77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5年

7月至1999年6月就读于重庆商学院税

务专业；1999年7月至2000年1月，任云

南同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助理审

计员；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任天一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助

理审计员、业务人员；2003年1月至

2009年9月，任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专业技术部高级

业务经理、审计四部部门经理；2009年

10月至2013年6月，任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昆明分所审计高级经

理；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任云南城

港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7月

至今，任云南本色花卉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2016年2月至今，任健之

佳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今兼任健之

佳董事会秘书。

云南本色花卉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连锁药房监事；之

佳便利监事；玉溪健

之佳监事；曲靖健之

佳监事；健之佳物流

监事；抒悦传媒监事；

健之佳体检中心监

事；重庆健之佳监事；

重庆勤康监事；四川

勤康监事；广西健之

佳监事；绵阳健之佳

监事；楚雄源生监事；

康源堂永仁监事

224,046.20 - -

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于2020年10月11日届满，鉴于第五届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等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同时公司处于上市发行期间，为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将在第四届

董事会、监事会届满后三个月内完成换届选举工作，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

顺延。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在改选出的董事、监事及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就任前，第四届

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职务。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畅思行直接持有公司889.09万股股份， 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22.37%，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畅思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8月16日

注册资本：600万元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南社区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1120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等

主要生产经营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南社区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1120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畅思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蓝波 200 33.33

2 舒畅 200 33.33

3 严冬 200 33.33

合计 600 100.00

畅思行经信永中和审计的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13,583.84 13,583.57 3,692.58

2020年6月30日/2020年上半年 14,381.70 14,328.35 744.68

截至2020年6月30日，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蓝波直接持有公司818.27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20.59%；

蓝波与蓝波之妻舒畅合计持有畅思行66.67%的股权，畅思行持有公司889.09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

股本的22.37%，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蓝波系昆明南之图、昆明云健宏、昆明春佳伟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

事务合伙人，控制并管理以上三家合伙企业，三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公司109.5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

总股本的2.75%。 蓝波与蓝波之妻舒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蓝波先生，曾用名兰波，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5301031967********，

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舒畅女士为蓝波先生配偶 ，1966年出生，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5301021966********，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发行人财务报表

本公司聘请信永中和对本公司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6月

（上接A27版）

（下转A2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