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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

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

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特别提示投资者对下列重大事项给予充分关注，并仔细阅读本募集说明书中有关风险因素的章节。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一种兼具债券性质和股权性质的投资工具，交易条款比较复杂，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投资者购买

本次可转债前，请认真研究并了解相关条款，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

意接受本次可转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二、关于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并出具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

报告》，根据该评级报告，蓝帆医疗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AA。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限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如果由于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或评级标准变化

等因素，导致本期可转债的信用评级级别变化，将会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三、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无任何担保。

四、关于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利润

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一）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二）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三）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20,086.43万元、34,671.40万元和49,029.51万元，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为34,595.78万元；发行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为23,383.54万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67.59%。

五、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提示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转股前，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对未转股的可转债支付利息，由于可转债票面利率一般比较低，正

常情况下公司对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会超过可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不会摊薄基本每股收益；极端情况下如果公司对

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无法覆盖可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则将使公司的税后利润面临下降的风险，公司普通股股东即期

回报（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投资者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或全部转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对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公

司每股收益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 另外，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设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该条款被触发时，公司可能申请向下修正

转股价格，导致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新增的股本总额增加，从而存在扩大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对公司原普通股股东潜在摊薄作用

的风险。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投资者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障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加大现有业务拓展力度、加强

管理挖潜、强化投资回报机制等措施，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提高对股东的回报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

保障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建设、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

资金使用风险。

2、按照承诺的用途和金额，积极稳妥地推动募集资金的使用，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是基于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行业背景及公司发展态势做出的战略举措。 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巩固公司现有优势产品行业领导地位，拓宽公司产品线，完善公司业务布局，提升公司管理效率，塑造公司品牌形象，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利

于公司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3、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

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

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

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提高公司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公司将完善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对采购、生产、存货、销售、回款各环节的精细化管理，提高公司的日常运营效率。 同时，公司

将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控制资金成本，节省公司的财务费用等各项费用支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从而全面

有效地提升经营业绩。

5、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有效地回报投资者，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精神，公司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利

润分配制度。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在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

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要求，公司就本次可转债发行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

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 具体参见本募集说明书“第四章 公司基本情况” 之

“十六、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等事项” 。

六、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风险因素”全文，并特别注意以下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9.33%、77.27%和68.46%，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为美

国、欧洲、中东、南美等国家和地区，美元和欧元是公司的主要结算货币。 2018年以来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总体波动幅度较大，若未来人民币

对外币持续呈现升值态势，一方面会减少公司外币资产的人民币价值，增加汇兑损失；另一方面将会降低公司产品的人民币折算价，影响

公司的营业收入和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可能会导致公司利润短期内出现下滑。

2、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健康防护手套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6.49%、60.27%和48.28%，目前主要产品类别包括PVC手套和丁

腈手套。公司健康防护手套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PVC糊树脂、DOTP增塑剂、丁腈胶乳等化工原料。 报告期内，发行人健康防护手套产品原

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61.91%、52.15%和47.60%。

2018年以来，受到上下游供需关系周期性变化的影响，PVC糊树脂、DOTP增塑剂以及丁腈胶乳的价格呈现一定区间的波动。 同时，受

到宏观经济因素、原材料价格波动及上下游供需关系周期性变化影响，PVC手套销售价格亦呈现一定波动。未来若上述原料价格持续上涨

或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降，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3、贸易摩擦风险

公司境外业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相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回流。

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护倾向有所抬头，有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在境外业务的经营过程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对中国企业在境外投

资和开展业务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主要是发行人的丁腈手套产品。

截至2020年4月29日，发行人对美出口PVC手套和医疗级丁腈手套均无需征收关税；非医疗级丁腈手套的加征关税已全部取消（目前

仅执行初始税率3%）。 如果未来贸易摩擦形势趋紧或美国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丁腈手套和PVC手套有可能被重新加征关税，从而对发行

人健康防护手套在美国出口业务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4、高值耗材行业集采政策推行风险

发行人心脑血管事业部产品以高值耗材为主。高值耗材类医疗器械系国家重点监管行业领域，行业发展对医疗卫生政策较为敏感。近

年来国家对医保控费、节约使用医保资金显现出明显的政策倾向。 2019年7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

提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虚高价格，推进高值医用耗材改革。

随着高值耗材带量集采政策逐步推广，公司心脑血管事业部境内业务将可能受到如下影响：一方面，对境内产品价格而言，支架产品

终端价格将有明显下降，但仍有望保持在原出厂价之上；集采模式以价换量的效应将有利于中标企业迅速增加医院覆盖数量，提升销量；

同时减少产品从生产企业销售至终端医院的中间环节，降低生产企业对经销商的依赖，有利于提升中标企业的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若公

司未能在某些地区中标，则在当年采购周期内在该市场面临产品销量下降的情形，从而对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现阶段带量集采模式为产品价格竞标制，在产品报价过程中各入围厂商无法获知竞争厂商报价信息，产品竞标为产品报价动态博弈

过程，发行人存在因无法预判竞争厂商竞价策略从而导致产品落标的风险。

若发行人在多个省、直辖市未能中标，在相应地区发行人产品将仅参与带量集采用量外的市场份额竞争，在相应地区产品市场份额、

营业收入、利润将明显降低。若未来医保控费措施在高值耗材领域大面积推广，医院终端产品价格的下行压力可能会传递至公司出厂价一

端，可能对公司高值耗材类产品价格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前次并购整合以及业绩承诺未达预期的风险

2018年5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全球知名的心脏介入器械跨国公司柏盛国际。 公司和柏盛国际同属于

医疗器械行业，且都具有有效的管理体系和成熟的业务模式，但在企业内部运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经过一年多以来的整合与

融合，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 此外，前次并购整合业绩承诺主体蓝帆投资、北京中信及管理层股东分别与公司签署了《关

于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承诺CBCH� II�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8,000万元、45,000万元、54,000万元。2018年度和2019年度CBCH� II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024.17万元和46,192.89万元，完成了当年的业绩承诺。 如果宏观经济、国内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方面

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未来CBCH� II实际经营成果与业绩承诺存在差异，从而对业绩承诺的实现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存在公司

或相关责任人员被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风险。

6、商誉减值风险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商誉账面价值为648,398.27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48.90%，占净资产的比例为76.61%，

其中因2018年收购CBCH� II及CBCH� V形成的商誉为646,860.20万元。公司已在2019年末对商誉相关的各资产组合进行了减值测试，未

发现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柏盛国际在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之后，双方整合现有的科研、技术、管理、销售等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全球市场的产业布局，完善

并拓展公司在防护领域和心脑血管领域的纵深布局，不断增加产品种类，形成丰富的产品矩阵，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同时，前次收购交易方

案中设置了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或消除商誉减值对于上市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保障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但由于前次收购金额较高，投资回收期时间较长，长期来看柏盛国际未来经营状况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宏观经济、国内

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未来柏盛国际的实际经营成果与业绩预期存在重大差异，从而产生商誉减值

的风险。 一旦公司商誉发生减值，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7、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率较高的风险

截至2020年4月29日，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蓝帆投资、 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合计持有的330,153,291股上市公司股份已质押231,

900,000股，质押的股份总数占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数的70.24%，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4.06%，质押比例较高。 蓝帆投资及李振平先

生实力雄厚、按时偿还债务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质押标的被质权人执行的风险，从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带来不

利影响。 李振平先生及蓝帆投资已经出具承诺，“将避免债务违约情况的发生， 确保质押股票不成为执行标的， 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

定” 。

第一章 释义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蓝帆医疗、发行人、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382

本次发行 指 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314,404万元（含314,404万元）人民币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指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蓝帆集团 指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股东，公司发起人之一

蓝帆集团有限 指 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为蓝帆集团前身

蓝帆投资 指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蓝帆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齐鲁增塑剂 指 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轩 指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蓝帆塑胶有限 指 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为蓝帆医疗前身

蓝帆塑胶 指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为蓝帆塑胶有限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的名称，为蓝帆医疗

前身

淄博蓝帆化工 指 淄博蓝帆化工有限公司，为山东蓝帆化工前身

蓝帆化工 指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蓝帆投资下属公司

朗晖投资 指 淄博朗晖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兄弟控制的企业

朗晖石化 指 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朗晖投资之控股子公司

蓝帆新材料 指 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蓝帆巨擎 指 珠海蓝帆巨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CBCH�II 指 CB�Cardio�Holdings�II�Limited，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CBCH�V 指 CB�Cardio�Holdings�V�Limited，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柏盛国际 指 Biosensors�International�Group,�Ltd.，CBCH�II的主要经营实体

吉威医疗 指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柏盛国际的控股子公司

BIT 指 Biosensors�Interventional�Technologies�Pte.�Ltd.，柏盛国际的控股子公司

BESA 指 Biosensors�Europe�SA，柏盛国际的控股子公司

北京中信 指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秦风鲁颂 指 珠海巨擎秦风鲁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Maples 指 Maples�and�Calder�(Hong�Kong)�LLP，2018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聘请的开曼群岛法律顾问

武汉必凯尔 指 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波士顿科学 指 Boston�Scientific�Corporation，波士顿科学公司

雅培 指 Abbott�Laboratories，雅培制药公司

美敦力 指 Medtronic�plc，美敦力公司

乐普医疗 指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微创医疗 指 微创医疗科学有限公司

杭州启明 指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 指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杰成 指 苏州杰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康德乐 指 Cardinal�Health，康德乐集团

FDA 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发改委 指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MPA、国家药监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VT、NVT�AG 指 本次发行拟收购的介入主动脉瓣膜公司

前次重组 指

2018年，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蓝帆投资等17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CBCH�

II的62.61%股份，并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北京中信购买其所持有的CBCH�V的100%股份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

鑫证券

指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大信会计师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德勤会计师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级机构、联合评级 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可转债持有人 指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

转股 指

债券持有人将其持有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约定的价格和程序转换为发行人A股股票的过

程

转股期 指 债券持有人可以将发行人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发行人A股股票的起始日至结束日

转股价格 指 本次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发行人A股股票时，债券持有人需支付的每股价格

回售 指 债券持有人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将所持有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卖还给发行人

赎回 指 发行人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A股 指

获准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股份有限公

司普通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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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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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报告期、最近三年 指 2017年、2018年及2019年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2月31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业术语

第一类医疗器械 指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0号）规定，是风险程度低，实行

常规管理可以保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

第二类医疗器械 指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0号）规定，是具有中度风险，需

要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

第三类医疗器械 指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0号）规定，是具有较高风险，需

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的医疗器械

PVC糊树脂 指

聚氯乙烯糊树脂，此种树脂主要以制成糊状形式来应用，是未加工状态下的聚氯乙烯塑料的一

种独特液体形式，被广泛应用于人造革、搪胶玩具、软质商标、墙纸、油漆涂料、发泡塑胶等的生

产。

DOTP增塑剂 指

对苯二甲酸二辛酯，是PVC塑料用的一种性能优良的主增塑剂，在制品中显示出优良的持久性、

耐肥皂水性及低温柔软性。

丁腈胶乳 指

丁二烯与丙烯腈乳液聚合制得的胶乳。 按丙烯腈质量百分含量分为高腈(35%~45%)、中腈(25%

~33%)、低腈(20%~25%)三种。

PE手套 指 塑料手套的一种，采用聚乙烯吹膜压制而成，是一次性使用手套。

CAD 指

Coronary�Artery�Disease，冠状动脉疾病，也称冠心病，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类型包括稳定性

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心肌梗塞和心源性猝死。 目前临床上CAD主要有三种治疗方式：药物

治疗、搭桥手术和介入治疗。

TAVR 指

Transcatheter�Aortic�Valve�Replacement（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通过股动脉送入介入导

管，将人工心脏瓣膜输送至主动脉瓣区打开，从而完成人工瓣膜置入，恢复瓣膜功能。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CI 指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ercutaneous�Coronary�Intervention，PCI），指经心导管技术疏通

狭窄甚至闭塞的冠状动脉管腔，从而改善心肌的血流灌注的治疗方法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 指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ercutaneous�Transluminal�Coronary�Angioplasty，PTCA），属于

PCI的一种技术分类，通过穿刺股动脉或桡动脉等方法将导管、导丝、球囊沿动脉送至冠状动脉

相应的狭窄部位，进行扩张数秒钟至数分钟，消除冠脉狭窄

聚合物 指 附着在支架表面的高分子化合物，作为支架药物载体

雷帕霉素 指

一种新型大环内酯类免疫抑制剂，用于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过度增生，预防支架内再狭窄的

形成

BA9药物 指 Biolimus�A9TM药物，柏盛国际专利药物，雷帕霉素衍生物

球囊 指

用于扩张病变处血管或撑开支架的器械。 其中，预扩张球囊导管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球囊的扩张，

清除或减少发生狭窄的血管处的积垢，开通输送支架的通道；后扩张球囊导管的主要功能是撑

开支架，并将其安置在发生狭窄的血管处，保证支架的完全膨胀和贴壁，最终达到疏通、扩张血

管的目的

导管 指

介入诊疗辅助器械的一种，在介入治疗中主要用于传送后续器械、监测血流动力学和注射造影

剂

导丝/导引导丝 指 介入治疗中引导导管及支架进入病变处的医疗器械

输送系统 指 介入治疗中将支架输送到人体病变部位的辅助器械

支架/冠脉支架/心脏支架 指

一种可被球囊扩张开的、多孔不锈钢（或其他金属如钴合金）的、起支撑作用的管状物，它附着

在球囊的表面，由球囊送至血管病变处并释放

裸金属支架/BMS 指 Bare�Metal�Stent，表面未涂覆药物的支架

药物洗脱支架/DES 指

Drug-eluting�Stent，表面涂覆药物的支架，药物的缓慢释放可以抑制血管内膜组织增生，可以

使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术后再狭窄的发生率减少

CE认证 指

CONFORMITE�EUROPEENNE，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强制认证标志，产品在欧盟市场自由流通

必须加贴“CE”标志

STEMI 指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引用的有关行业的统计及其他信息，均来自不同的公开刊物、研究报告及行业专业机构提供的信息，但由于引用

不同来源的统计信息可能其统计口径有一定的差异，故统计信息并非完全具有可比性。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引用的有关行业的统计及其他信息，均来自不同的公开刊物、研究报告及行业专业机构提供的信息，但由于引用

不同来源的统计信息可能其统计口径有一定的差异，故统计信息并非完全具有可比性。

第二章 本次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LUE� SAIL� MEDICAL� CO.,� LTD.

股票简称：蓝帆医疗

股票代码：002382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964,031,086元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邮政编码：255400

电话号码：0533-7871008

传真号码：0533-7871055

公司网址：http://www.bluesail.cn/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丁腈手套、乳胶手

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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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

为准）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防护事业部与心脑血管事业部。 防护事业部主要从事医疗手套和健康防护手套的生产和销售。 该业务板块主要产

品为医疗手套、健康防护手套、急救包、医用敷料等为主的医疗防护产品线，主打产品PVC手套市场份额近年来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心脑血

管事业部主要从事心脏支架及介入性心脏手术相关器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该业务板块的主要产品为心脏支架及介入性心脏手术

相关器械产品。

二、本次发行要点

（一）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公司2019年8月2日、2019年9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2019年10月10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表决通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在2019年8月3

日、2019年9月24日和2019年10月1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710号）核准。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本次可转债及未来经本次可转债转换的公司股

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转股股份仅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2、发行总额

本次拟发行A股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314,404万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0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

5、债券利率

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到期赎回价为108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称“年利息”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年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 付息债权登记日：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

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④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⑤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

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7、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6年5月27日）止。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79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票交易均价（若在

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

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发生派发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

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9、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

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

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

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1、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

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2、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债持有

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

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

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

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

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

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

（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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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①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蓝帆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蓝帆医疗的股份数量按每股

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32613张可

转债。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964,031,086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31,439,945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总额31,440,400张的99.998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②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382” ，配售简称为“蓝帆配债” 。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

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

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应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处进行认

购。 原股东具体认购方式详见本公告“二、（四）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时的配售方法”

③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

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④ 网上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发行申购代码为“072382” ，申购简称为“蓝帆发债” 。 最低申购数量为10

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0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

购上限，则超出部分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

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

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2）发行对象

①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②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〇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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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路演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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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 或“发行人” ）中小板公开发行314,404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蓝帆转

债” ，代码“128108”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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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公告已刊登在2020年5月26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投资者亦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蓝帆医疗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5月27日（周三）15: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发行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6日

发行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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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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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联

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蓝帆

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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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5月28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日9:15-11:30，13:00-15:00。原

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及社会公众

投资者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联席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

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

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

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

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

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

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

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14,404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包销。包销基数为314,404万元，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

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4,321.2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

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

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

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申购。

8、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

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购。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联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

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重要提示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08” 。

2、本次发行314,404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1,440,400张。

3、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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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4、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蓝帆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蓝帆医疗的股份数量按每

股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32613张

可转债。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382” ，配售简称为“蓝帆配债” 。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

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应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处进行配售。上述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应按本公告的要求，正确填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以下简称“《网下优先认购表》” ），并准备相关资料发送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电子邮箱：project_lfylecm@citics.com。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

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5、发行人现有总股本964,031,086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31,439,945�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总额31,440,400张的99.998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

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

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6、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申购简称为 “蓝帆发债” ， 申购代码为

“072382”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超出部分申购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7、本次发行的蓝帆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蓝帆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8、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9、投资者务请注意公告中有关“蓝帆转债”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票面利

率、申购数量和认购资金缴纳、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10、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投资者申购并持有蓝帆转债应按相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本公告仅对发行蓝帆转债的有关事宜向投资者作扼要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蓝帆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蓝帆转

债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该《募集说明

书》已于2020年5月26日（T-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12、投资者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

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发行日至上市交易日之间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和利率波动导致

可转债价格波动的投资风险。

13、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及时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特别指明，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含义：

发行人、蓝帆医疗、公司 指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转债、转债、蓝帆转债 指发行人本次发行的314,404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314,404万元，票面金额为1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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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指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组建的承销团

股权登记日（T-1日） 指2020年5月27日

优先配售日、申购日（T日） 指2020年5月28日，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接受网上投资者申购的日期

原股东 指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次发行的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购数量符合规定等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可转债及未来经本次可转债转换的公司A股股票将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4,404万元，发行数量为3,144.04万张。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四）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0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

（五）票面利率

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六）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

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5）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转股年度有关利息

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七）信用评级及担保事项

蓝帆医疗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AA。 本次资信评估机构是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八）转股期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6年5月27日）止。

（九）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79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票交易均价（若在

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

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十）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

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

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

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

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二）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三）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

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时。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

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十四）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债持有

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

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

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

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

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

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十五）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

（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十六）可转债发行条款

1、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5月28日（T日）。

2、发行对象

（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

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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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1）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蓝帆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蓝帆医疗的股份数量按每股

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32613张可

转债。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964,031,086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31,439,945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总额31,440,400张的99.998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2）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382” ，配售简称为“蓝帆配债”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

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

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应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处进行认

购。 原股东具体认购方式详见本公告“二、（四）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时的配售方法”

（3）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

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网上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发行申购代码为“072382” ，申购简称为“蓝帆发债” 。 最低申购数量为10

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0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

购上限，则超出部分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

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

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5、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蓝帆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蓝帆转债将于上市首日开始交易。

6、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

将网上申购资金及包销金额汇总，按照承销协议扣除保荐费用和承销费用后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认购金额不足314,404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余额包销，包销基数为314,404万元，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

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4,321.20万元。 当包

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

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7、上市安排

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交所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8、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交易日 发行安排

2020年5月26日

周二

T-2日 1、刊登《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2020年5月27日

周三

T-1日

1、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网上路演

2020年5月28日

周四

T日

1、发行首日

2、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3、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缴付足额资金）

4、网上申购（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5、确定网上中签率

2020年5月29日

周五

T+1日

1、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2、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2020年6月1日

周一

T+2日

1、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并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

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2020年6月2日

周二

T+3日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2020年6月3日

周三

T+4日

1、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2、向发行人划付募集资金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

发行日程。

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A股普通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

例，并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32613张可转债。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964,031,086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31,439,945�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总额31,440,400张的99.998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

异。

（二）优先配售时间

1、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

2、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年5月28日（T日）9:15-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3、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年5月28日（T日）。

（三）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除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的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082382” ，配售简称为“蓝帆配债” 。

2、认购1张“蓝帆配债”的价格为1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张（100元），超过1张必须是1张的整数倍。

3、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蓝帆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

“蓝帆配债”的可配余额。

4、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5、原股东所持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

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6、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

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

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原股东除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具体申购方法请参见本公告“三、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

（四）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时的配售方法

1、认购方式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应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处进行配售。上

述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应按《发行公告》的要求，正确填写《网下优先认购表》，并准备相关资料。

（1）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

（2）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年5月28日（T日），15:00前，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3）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年5月28日（T日），15:00前。

2、发送认购资料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拟参与网下认购的上述原股东应在申购日2020年5月

28日（T日）15:00之前将以下资料发送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邮箱project_lfylecm@citics.com处。邮件大小应不超过20MB，

邮件标题应为“原股东全称+优先认购蓝帆转债” 。

（1）《网下优先认购表》电子版文件（必须是Excel版）；

（2）签字、盖章完毕的《网下优先认购表》扫描件；

（3）《网下优先认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办人签署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扫描件；机构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自然人股东由本人

签字的，无需提供；

（4）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开户证明文件；

（6）经办人身份证扫描件；

（7）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请务必保证Excel版本《网下优先认购表》与盖章版扫描件内容完全一致。 如有差异，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以Excel版

文件信息为准。

原股东填写的《网下优先认购表》一旦发送电子邮件或传真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每个

股东只能提交一份《网下优先认购表》，如某一股东提交两份或两份以上《网下优先认购表》，则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确定

最后一份为有效，其余视为无效。 请投资者务必保证Excel版本《网下优先认购表》与签章扫描件内容完全一致。 如有差异，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以Excel版文件信息为准。

3、缴纳认购资金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股东必须在2020年5月28日（T日）15:00之前全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划付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股东深交

所证券账户号码”和“蓝帆优先”字样。如原股东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0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0123456789蓝帆优先。未填

写汇款用途或备注内容，或账户号码填写错误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为其认购无效。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收款银行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户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350645001230

收款账户开户行 北京白家庄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104100005426

汇款用途 “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蓝帆优先”

原股东须确保认购资金于2020年5月28日（T日）15:00前汇至上述指定账户。原股东认购数量大于认购上限的部分为无效认购，联席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认购数量即为认购上限；认购数量小于认购上限（含认购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请原股东

仔细核对汇款信息并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认购资金将直接作为认购款。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认购资金若有剩余，则余额部分将于2020年6月2日（T+3日）按汇入路径返还。

认购资金在认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4、验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对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的原股东的优先配售认购资金到账

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5、 律师见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将对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易所系统配售的原股东的优先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

证意见。

三、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发行对象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次蓝帆转债的发行总额为314,404万元。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具体数量请参见“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之“（十

六）可转债发行条款”之“3、发行方式” 。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申购时间

2020年5月28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内，即9：15-11：30，13：00-15：00。

（五）申购办法

1、申购代码为“072382” ，申购简称为“蓝帆发债” 。

2、申购价格为100元/张。

3、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

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0张（100万元），如超过则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主表

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4、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

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

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六）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手续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2020年5

月28日（T日）（含该日）前办妥深交所的证券账户开户手续。

2、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申购日当日，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必须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债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资金账户卡，

到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 柜台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即可接收申购委托。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或其他方式委托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七）配号与抽签

2020年5月28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申购时间内进行申购委托。深交所将于T日确

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有效申购数据进行配号，按每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

点。 各证券公司营业部应于T日向投资者发布配号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于2020年5月29日（T+1日）公布《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行结果。2020年5月29日（T+1日），根据本次发

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2020年6月1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蓝帆转债的

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号码认购10张（1,000元）。

（八）缴款程序

2020年6月1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1张。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

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6月3日（T+4日）刊登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四、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五、包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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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14,404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包销。 包销基数为314,404万元，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

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4,321.20万元。 当包销比

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

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六、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对投资者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七、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 发行人拟于2020年5月27日 （T-1日） 在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

//www.cs.com.cn）15:00-17:00举行网上路演。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八、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九、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联系电话：0533-7871008

联系人：赵敏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联系电话：021-2033622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6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6日

发行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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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发行人”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通知，于2020年5月25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

人，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4月16日印发的《关于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710号）。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状况，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的具体方案，具体如下：

1.1�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4,404.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债券利率及到期赎回价

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到期赎回价为108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7.79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

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

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

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32613张可转债。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

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将在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申请办理本次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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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0年5月25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祝建弘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4月16日印发的《关于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710号）。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状况，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的具体方案，具体如下：

1.1�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4,404.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债券利率及到期赎回价

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到期赎回价为108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7.79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

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其中：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

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

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32613张可转债。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

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将在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申请办理本次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A8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