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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控股股东减持逾7000万股 所获56亿回乡建医院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11 月 20 日，美的集团(000333)出
现 23 笔 大 宗 交 易 ， 成 交 总 额 高 达
37.81 亿元。 其中 17 笔买方为机构专
用席位，合计成交 30.89 亿元。 就在当
天晚间， 美的集团披露公告了控股股
东美的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何享健出具
的《
股份减持的告知函》：美的控股及
何享健于 9 月 3 日和 11 月 20 日通过
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027.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公司解释称， 本次减持的原因是
美的控股拟在顺德北滘投资约百亿建
设一家非营利性的和祐国际医院。 证
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该医院已
经于 11 月 13 日奠基，预计在 2024 年
的上半年投入使用。 在南方日报的报
道中， 美的控股总裁何剑锋介绍了父
我从没
亲何享健做慈善事业的决心，“
见过他退休以后为一件事这么用心、
着急，花的时间这么多。 ”

减持逾7000万股
套现近56亿元
11 月 20 日盘后数据显示， 美的
集团 11 月 20 日出现 23 笔大宗交易，
成交价格为成交价 87.01 元/股，较当
日收盘价折价约 5%， 成交总额为成
交总额 37.81 亿元。
具体来看，其中 17 笔买方为机构
专用席位，合计成交 30.89 亿元。 除机
构席位外，中泰证券北京光华路、国金
证券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中国银河

证券上海临潼路、 华林证券深圳海秀
路、中国国际金融上海黄浦区湖滨路、
东兴证券上海陆家嘴等营业部现身买
入席位。 上述大宗交易的卖方分别为
中国国际金融广州珠江新城和招商证
券佛山季华五路营业部。
就在 11 月 20 日晚间， 美的集
团披露公告称， 公司当日收到控股
股东美的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何享健
出具的《
股份减 持 的 告 知 函 》： 美 的
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何享健于 9 月 3
日和 11 月 20 日通过大宗交易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7027.99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0%。
此前 9 月 3 日， 美的控股减持
2682.26 万股，成交价格为 67.53 元/股
，成交金额为 18.11 亿元；11 月 20 日，
美 的 控 股 及 何 享 健 减 持 4345.73 万
股，成交价格为 87.01 元/股，成交金
额为 37.81 亿元——
—美的控股及何享
健通过大宗交易获得近 56 亿元。本次
减持后， 美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何
享健先生持有 公 司 股 份 为 21.87 亿
股，持股比例为 31.12%。

拟在家乡
建设非营利医院
美的集团在公告中就本次减持的
原因做了解释： 美的控股拟在顺德北
滘投资约百亿建设一家非营利性的和
祐国际医院。作为一家非营利性医院，
和祐国际医院未来经营所得将全部用
于医院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民生福祉。
本次减持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该医院

的建设。公司同时强调称，本次减持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美的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何享健自本公告
披露日起的 12 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1942
年出生的何享健正是顺德北滘人， 此前
在 11 月 13 日， 位于顺德北滘的和祐国
际医院已经正式奠基。 此前， 有媒体表
示， 美的控股总裁何剑锋介绍了父亲何
享健发起建设和祐国际医院的坚定决
心，“
我从没见过他退休以后为一件事这
么用心、着急，花的时间这么多。 ”2012
年从美的集团退休后， 何享健除了以美
的控股董事长的身份参与家族投资外，
主要精力都用于公益慈善方面， 担任了
和的慈善基金会荣誉主席。“
一直以来我
都知道看病难，我自己看病都难，老百姓
更难，找个好医生难，找个好医院更难。”
2015 年， 何享健有了建设医院的想法。
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充分， 只能暂时
搁置。
2017 年后，美的控股投资成立美和
健康， 开展预防式高端体检和专业化健
康管理业务，并注册了一个门诊部。去年
5 月， 何享健再次决定推进医院建设。
“
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要海纳百川，
从国内、国外、全球招揽高精尖的人才。”
和祐国际医院筹建院长助理陈丽红介
绍， 医院全部建成后， 员工预计将达到
3000 余人， 其中海外专家占比将达到
20%。
据了解，过去一年多，随着项目的加
快推进， 医院的计划投资金额也迅速增
加。 何享健原计划投入 15 亿元，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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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追加到 30 亿元。 今年春节后，首
期投资金额最终确定为 60 亿元。 和祐国
际医院项目负责人李力说， 医院的土地
平整、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设计等工
作在奠基后同步开展， 未来几个月内将
会全面动工，力求在 2023 年年底实现主
体建筑交付、2024 年上半年正式投入使
用。 报道显示，对这所高标准建设的非营
利性、国际化医院，美的控股将总计投入
100 亿元。

凯利泰定增生变：高瓴资本和淡马锡战投终止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筹划半年后，凯利泰（
300326）引
入战投事项告吹。

凯利泰终止引入战投
11 月 20 日晚间， 凯利泰发布简
单公告称， 鉴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变
化等原因，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 ， 经 审 慎 决 策 ， 公 司 同 Temasek
下称“
淡马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锡富敦投资”）与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高瓴资本”）协商一致
Pte. Ltd.，下称“
决定终止《
股份认购协议》和《
战略合
作协议》，淡马锡富敦投资、高瓴资本
不再认购凯利泰非公开发行的 A 股
股票， 且凯利泰不再引进淡马锡富敦
投资、高瓴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
今年 5 月 12 日晚间， 凯利泰披露
定增预案时表示，公司拟以 18.73 元/股
总计发行不超过 5850 万股股份，总募
资 10.96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及归还银行借款， 助力公司加快全球
化布局。作为定增认购对象，淡马锡富

敦投资、高瓴资本拟分别认购 3750 万
股、2100 万股。 本次发行前，凯利泰无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行后，凯利
泰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股份
锁定期 18 个月。
公开资料显示， 凯利泰深耕医疗
器械行业，专注于骨科、运动医学等领
域的医疗技术创新及产品研制。 2012
年 6 月上市以来， 公司从单一国内市
场向全球市场覆盖的延伸，2019 年营
业收入为 12.22 亿元， 较上市前一年
（
2011 年）增长了超过 12 倍。 彼时凯
利泰曾表示， 公司一直坚持内生和外
延式发展并重的道路未来， 在全球医
疗器械行业持续增长， 国内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公司将
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战略。
就在披露定增预案之时， 凯利
泰还公告， 各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淡马锡富敦投资、高瓴资本将依
托它们的全球化视野、 产业投资和
专家团队，充分挖掘骨科、运动医学
等领域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资
源和产业并购机会， 推动符合上市
公司战 略 发 展 方 向 的 资 源 整 合 ， 积
极协助上市公司完善全球化产业布

局。 同时，凯利泰将借助淡马锡富敦投
资、 高瓴资本在研究型医疗机构的专
科布局，推动在骨科、运动医学领域的
医工合作及科研成果转化。 合作双方
合作期限均为 3 年。
凯利泰表示， 本次募集资金将增强
公司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满足行业
拓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 进一步增强公
司研发实力，加快公司在大骨科、微创治
疗领域的产业布局， 为迎接行业黄金增
长期及更大的市场机遇蓄势。

机构锁价定增频生变
作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
的投资基金之一， 高瓴资本今年来在
资本市场屡屡展露头角， 参股 A 股上
市公司。
除凯利泰外，今年 2 月 16 日，凯莱
英（
002821）发布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约 23.11 亿元， 发行价为
123.56 元/股，全部由高瓴资本以现金认
购。 今年 6 月，国瓷材料（
300285）也公
告，拟向张曦、珠海高瓴懿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
珠海高瓴”）等

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定增
募资不超过 15 亿元，其中珠海高瓴将认
购 6.45 亿元。 当月，广联达（
002410）也
披露定增预案拟向高瓴资本、UBSAG、华
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分别非
公开发行 2971.47 万股、1782.92 万股、
594.26 万股， 募资额分别为 15 亿元、9
亿元、3 亿元。 今年 7 月，高瓴资本还拟
通过定增入股宁德时代（
300750）。 宁德
时代定增发行价为 161 元， 募集资金
197 亿元, 其中高瓴资本认购 100 亿元，
珠海高瓴认购 6 亿元。
高瓴资本的入股为相关上市公司
带来大涨行情，A 股也刮起“
高瓴概念”
之风，不过，上述定增事项推进并不是
全都一帆风顺。 在此番凯利泰定增告吹
之前，凯莱英定增事项也一波三折。 在
今年 2 月披露定增预案后， 凯莱英在 7
月 23 日公告修改定增预案， 涉及定增
对象、 锁定期和定价基准日等关键信
息。 定增对象从修改前以高瓴资本管理
的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 中国
基金为唯一认购对象，变更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 直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凯莱英上述定增发行股份才得以成
功上市。

地方国资入主未果 鹏翎股份再谋新主有眉目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在与地方国资和解分手数日后，
鹏翎股份(300375)实控人拟再度筹划
转让公司控股权。
11 月 20 日晚间， 鹏翎股份发布
公告称， 公司实控人张洪起拟将所持
公 司 2.13 亿 股 （
占总股本比例为
29.89%）股份转让给王志方，交易事
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将由
张洪起变更为王志方。

自然人王志方接盘
目前， 张洪起持有鹏翎股份 2.2
亿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9%，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尚未确定。 与
此同时， 王志方将向张洪起提供借款
4.5 亿元，张洪起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2.13 亿股股份质押给甲方作为上述借

款偿还等义务履行的担保措施。 此外，
本次交易还设有排他条款。 据披露，在
本协议签署后至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日，
张洪起不得与除王志方之外的任何其
他方就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订立或
实施任何与本协议类似的协议或安排
等。 截至 11 月 20 日收盘，鹏翎股份报
收 5.57 元每股， 若以拟转让的 2.13 亿
股估算，该项交易涉及股权转让款总价
超过 10 亿元。
根据公告，王志方为中国国籍，通
讯地址为山东省荣成市斥山街道办事
处斥山村。从身份信息来看，接盘方王
志方年龄在 40 岁左右。网络上关于自
然人王志方的信息也十分匮乏。

刚与国资买家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是鹏翎股份
实控人年内第二次寻求转让公司控股
权的计划。

今年 4 月 1 日，鹏翎股份公告称，公
司实控人张洪起与湘潭九华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下称“
九华投资”）签署框架
协议， 九华投资将受让张洪起所持公司
24.34%的股份并取得公司控制权。 彼时
的接盘方拟九华投资的控股股东， 为湘
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后者持
有前者 100%股权，因此该项交易可以视
为上市公司拟引入地方国资控股股东。
4月 24 日，张洪起与九华投资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及《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按
照协议， 九华投资拟以 4.547 元/股的单
价， 受让 7.34%的股份， 并同 步 受 让
21.06%股权的表决权。 交易完成后，九华
投资将掌控鹏翎股份 28.39%股份的表决
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鹏翎股份彼时对此表示十分看好。
然而好景不长， 时隔 5 个月，9 月 2 日，
鹏翎股份宣布收到实控人张洪起发出的
解除<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股份转让
《

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通知》。张洪起
书面通知九华投资解约，并将 3000 万元
保证金退还给九华投资。
原本以为双方就此和平分手， 但此
后的一份公告透露出国资买家把 “
意中
人”告上了法庭。 鹏翎股份 9 月 26 日晚
间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洪起持
有 的 1478.83 万 股 的 股 份 （
占总股本
2.08%）遭法院冻结，原告就是九华投资，
起因于后者不认可本次交易协议生效及
解除时点， 九华投资向湖南省湘潭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了张洪起所持有的
1478.83 万股份。 一个多月后的 11 月 16
日，张洪起与九华投资达成和解：张洪起
向九华投资支付解约补偿款后， 收购事
宜的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任何纠葛。
鹏翎股份为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流体管路和汽车密
封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
内较早从事汽车管路产品和汽车密封件
产品研发和制造的供应商。

两家公司多名高管涉案
上市公司均表示不受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监狱风云”又出新篇。
A 股“
仅 11 月 20 日晚间， 两家公司
披露董事长“
爆雷”的消息。其中，三
峡新材董事长、 实控人许锡忠因个
人涉嫌骗取贷款罪被刑拘； 海利生
物董事长、 实控人张海明因涉及上
海市静安区正在侦查的某公司非法
经营案被取保候审， 目前张海明尚
可正常履职。

上市公司回应
公告显示，三峡新材董事长、实
控人许锡忠因其个人涉嫌骗取贷款
罪， 被广东省普宁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 许锡忠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的
股份合计约 3.26 亿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8.14%。
海利生物实控人、 董事长张海
明， 则因涉及上海市静安区正在侦
查的某公司非法经营案， 被上海市
静安区公安分局取保候审， 期限从
2020 年 11 月 19 日起算。 同时，公
司监事周裕生因涉嫌职务侵占于
10 月 31 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
局刑事拘留。
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方面，三
峡新材、海利生物均强调，实控人所
涉上述事项与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
无关，公司未因此受到不利影响、目
前生产经营正常。其中，海利生物表
示实控人、 董事长张海明可以正常
履职， 监事周裕生为公司退休返聘
的顾问， 已不实际担任除监事以外
的任何职务， 因此上述事项对公司
正常的业务运作不构成实质性影
响。而三峡新材董事长、实控人许锡
忠目前则已经不能正常履职， 公司
称为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顺
利进行， 将尽快召开董事会作出相
应安排。

三峡新材实控人
负面不断
资料显示， 三峡新材实控人许
锡忠生于 1966 年 7 月，2014 年 5
月起任三峡新材董事长。
今年以来，围绕实控人许锡忠
的负面消息不断。 9 月 22 日，三峡
新材披露了实控人及主要股东涉
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具体为，华龙
证券起诉许锡忠偿还股份质押融
资本金及利息， 法院一审判决显
示， 许锡忠应偿还本息合计逾 15
亿元，如未能按期支付，原告华龙
证券有权以其质押的三峡新材
2.07 亿股股票折价或以拍卖、变卖
所得款项优先受偿。
此前， 许锡忠还遭遇上交所点
名批评。 今年 7 月 28 日，三峡新材
发布公告称， 因公司未按已披露的
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回购， 实际执行
情况与披露的回购计划存在较大差
异，经过延期后仍未完成回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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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因此，决定对
三峡新材及时任董事长许锡忠、时
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杨晓凭予以通
报批评。 随后，今年 10 月，因为“
回
购生变”，湖北监管局也对包括许锡
忠在内的三峡新材多位高管下发警
示函。
三峡新材主要从事浮法玻璃、
玻璃深加工制品及新型建材产品的
科研、生产与销售。 2016 年，公司收
购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 100%股权，主营业务在原有的平
板玻璃及玻璃深加工基础上， 新增
移动互联网终端业务。 2020 年前三
季度，三峡新材实现营业收入 19.33
亿元， 同比下降 30.08%； 净亏损
5.91 亿元， 去年同期盈利 6102.79
万元。

海利生物控股股东
刚进行减持
就在本月初， 海利生物实控人
张海明控制的上海豪园创业投资发
豪园创投”）已累计减
展有限公司（
“
持上市公司近 3%股份，完成了减持
计划。
根据公告，海利生物控股股东
豪园创投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11
月 2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海利生物 1931.7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减持价
格 为 15.66 元/股 ～32.88 元/股 ， 减
持总金额 4.11 亿元。 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后， 豪园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2.58 亿 股 ， 约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40.12%。 此外，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张海明个人还直接持有海利生物
1248.63 万股。
据海利生物官网介绍， 张海明
曾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 任上海
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驻法国巴黎代
表处首席代表，1999 年创立上海豪
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即现在的豪
园创投），现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海利生物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兽用生
物制品生产企业。 今年以来，受新冠
肺炎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双重影响，
公司业绩表现并不理性， 但因搭上
大热的生物疫苗概念， 海利生物曾
于 8 月初涨至 54.03 元/股的高点，
年涨幅一度达到 3 倍。 不过，此后公
司股价持续受挫， 目前已回落至
18.08 元/股。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股价波动，
重仓海利生物的“
牛散”章建平由此
经历了“
过山车”行情。 章建平家族
最早于 2018 年二季度进入海利生
物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序列， 此后章
建平一直坚守该公司， 整体持股保
持不变。 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章
建平持股约 3211 万股，加之海利生
物流通股股东中方章乐、方文艳、方
德基均为其家族 “
一致行动人”，章
建平家族合计持仓股数约达 1.09
亿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