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1-029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一、重要提示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年健康 股票代码 00204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维娜 刘丽娟、曹越泯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号

楼三楼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

楼三楼 

电话 021-66773289 021-66773289 

电子信箱 jiangweina@health-100.cn liulj@health-100.cn、caoym@health-100.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作为专业健康体

检和健康咨询的医疗服务机构，主要从疾病早期筛查入手，开展全面、可靠、精准的检查。

同时以健康大数据为依据，围绕专业预防、健康保障、医疗管家式服务等领域展开服务，为

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公司以健康体检为核心，集健康咨询、健康评估、

健康干预于一体，打造国内最大的个人健康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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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耕体检行业，持续提升医质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推动产品创新、推广AI

技术应用场景，增强品牌影响力和行业竞争力，为追求持续、高质量的企业发展目标夯实基

础。依托庞大的客户人群、海量精准的健康大数据平台，以及遍布全国的标准化医疗健康服

务体系，美年正着力打造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健康产业集群。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814,896,549.82 8,525,026,063.38 -8.33% 8,458,450,17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951,644.05 -866,474,165.82 163.93% 820,648,32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0,389,206.58 -868,972,664.03 30.91% 710,855,38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262,235.97 1,259,510,139.53 -22.73% 1,538,607,55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160.87%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160.87%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3% -13.72% 152.70% 13.5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8,336,243,743.68 18,918,620,476.21 -3.08% 16,354,569,24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72,748,913.93 7,315,633,623.61 8.98% 6,566,160,265.0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5,147,381.60 1,279,303,444.16 2,604,429,391.95 3,396,016,3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8,512,877.01 -183,873,230.23 265,292,908.91 1,071,044,84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8,736,112.88 -195,142,752.46 264,974,348.21 -71,484,68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230,740.40 254,341,131.99 29,287,676.64 1,674,864,167.7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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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9,58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69,015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2% 313,937,797 0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7% 233,499,573 0 质押 172,254,157 

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9% 222,766,552 0 质押 93,434,000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1% 195,996,04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80% 187,800,098 0   

上海麒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8% 155,625,100 0 质押 70,941,000 

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1% 121,824,376 0 质押 121,780,79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9% 101,200,032 0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4% 91,699,505 0 质押 42,209,34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91,364,6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阿里网络为杭州信投

的控股股东，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天亿资产、上海美馨、世纪

长河、维途投资等 4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

4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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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MEONHE  XS1897431570 2019 年 04 月 03 日  2021 年 04 月 03 日  20,000
1 

7.75% 

注：1 金额单位为美元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美元债券评级情况：  

1、2019年4月3日，公司在境外完成20,000万美元债券的发行并在香港交易所挂牌，债

券代码为XS2090920427。该债券评级情况为：Ba2（穆迪）/ BB+（惠誉）。公司作为担保

人的主体评级为：Ba2（穆迪）/ BB+（惠誉）。  

2、2019年7月12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公告，将公司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

和高级无抵押评级“Ba2”列入负面评级观察。 

3、2019年7月26日，惠誉公司发布公告，将公司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展望自"稳定"

调整为"负面"，同时确认该公司的发行人违约评级和高级无抵押评级为'BB+'。 

4、2019年10月14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公告，将公司的长期公司评级从“Ba2”

下调至“Ba3”，同时将高级无抵押评级从“Ba2”下调至“Ba3”，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

面”。 

5、2019年11月14日，惠誉公司发布公告，将公司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和高级无抵押

评级从'BB+'下调至'BB'，展望稳定，。同时将美年票息率7.75%、2021年4月到期的2亿美元

高级无抵押票据的评级自'BB+'下调至'BB'。 

6、2020年5月12日，惠誉公司发布公告，将公司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和高级无抵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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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BB'下调至'BB-'，展望稳定。同时将美年票息率7.75%、2021年4月到期的2亿美元高级

无抵押票据的评级自'BB'下调至'BB-'。 

7、 2020年9月15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公告，将公司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

级和高级无抵押评级自'Ba3'下调至'B1'，展望负面。同时将美年票息率7.75%、2021年4月到

期的2亿美元高级无抵押票据的评级自自'Ba3'下调至'B1'。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2.59% 56.90% -4.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9.23% 9.15% 10.08% 

利息保障倍数 3.1 -0.18 1,822.7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的突然暴发，给各行各业带来诸多

不确定性和“强动荡”，就健康体检行业而言，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十分明显。开年第一季度和

第二季度，公司各地体检中心因疫情防控要求，面临不同程度的暂停开业或人次限流等情况。

在这场“危”与“机”并存的“战疫”中，作为健康服务产业的领军企业，在疫情之下，公司积极

参与一线抗疫行动，在后疫情时代，公司也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在变局中开新局，潜心打磨

自身能力。 

1、四大品牌，协同发展 

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健康体检连锁企业，旗下有“美年大健康”、“慈铭”、“奥亚”、“美

兆”四大品牌，以满足市场上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个体化需求。截至2020年底，公司旗下

体检中心数量为605家，其中控股体检中心266家，参股体检中心339家，已覆盖除港澳台外

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308个城市。 

作为健康体检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是国内规模领先、分布最广的专业体检及医疗机构。

在大众健康体检市场方面以“美年大健康”和“慈铭”体检两大品牌为市场核心覆盖，中高端团

体健康体检、高端个人健康体检及综合医疗服务市场则分别通过“奥亚”、“美兆”体检提供高

水准的优质服务。公司通过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精准化、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使体检内涵

不断提升。在引领非公医疗服务机构发展，满足居民多层次健康需求，丰富医疗供给多方面

改革，促进社会办医发展等医疗改革方面，公司将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在报告年度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15亿元，其中“美年大健康”品牌实现收入60.72亿

元，占比78%，“慈铭”和“奥亚”实现收入16.31亿元，占比21%，“美兆”品牌实现收入1.1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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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比1%。 

2、全面布局，渐入佳境 

公司是国内覆盖范围最广的连锁健康体检服务企业，目前体检中心覆盖除港澳台外的31

个省市自治区。从各地区收入占比来看，公司的收入结构较为均衡健康，人口数量较多、经

济较发达的区域对营业收入贡献较大。报告期内，收入前五大区域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

湖北和川渝藏，其2020年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13.6%、11.6%、9.3%、6.6%和6.3%。 

截止2020年底，受疫情影响，2020年公司控股体检中心数量维持不变，公司控股体检中

心数量为266家。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旗下体检中心逐渐进入成熟期。从控股体检中

心发展阶段来看，2017-2020年，存续期五年以上的体检中心占比从29%逐步上升至57%，2020

年存续期三年以内体检中心占比10%，存续期三年及以上体检中心占比90%。 

3、需求旺盛，业务回暖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体检中心经历较长时间的停业期，下半年疫情在部分地区仍散发，

日常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15亿元，同比下降8.33%。从客

单价和体检人次来看，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疫情影响下体检人次下滑所致。具体来看，

公司控股体检中心的体检人数从2019年的1867万降低至2020年的1,663万，同比下降10.9%，

客单价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趋势。 

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旗下第一家体检中心于一季度末方开门营业，但随着国内疫

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在人次限流情况下，收入逐月恢复。下半年公司迎来传统业务旺季，体

检需求被疫情压制后的反弹叠加公立医院产能不足的客户溢出，2020年四季度公司收入创下

历史最高点。 

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旗下第一家体检中心于一季度末方开门营业，但随着国内疫

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在人次限流情况下，收入逐月恢复。下半年公司迎来传统业务旺季，体

检需求被疫情压制后的反弹叠加公立医院产能不足的客户溢出，2020年四季度公司收入创下

历史最高点。 

从公司部分体检中心（2020年度已上线阿里云的控股体检中心）到检人次和到检金额来

看，公司业务情况与疫情发展关系紧密。受国家防疫政策的影响，2月公司基本处于停业状

态，实际到检人次和到检金额为最低峰。随着健康体检业务的逐渐恢复，3月后公司到检人

次和到检金额开始逐步恢复。由于上半年体检业务受抑制，疫情缓解后三四季度被压制的体

检需求快速反弹，到检人次和到检金额逐月恢复，并在11月达到当年最高峰。 

疫情发展阶段，公司常规体检业务受到抑制，到检业务主要为客单价较低的外检和入职

体检，客单价相对处于较低水平。配合国家要求的复工复产规定，2月至4月间客单价较快恢

复。随着疫情的平息，公司常规体检业务不断增长，全口径客单价也随之逐渐提高，并超过

2019年全口径客单价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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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质驱动，深耕品质 

公司坚持品质驱动，深耕重点学科，夯实内功，强化标准，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持续加

强规范“四级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包括：集团督察-省级巡查-市级检查-分院自查），

以查促改，落实“检前-检中-检后”各环节的质控要求。公司陆续升级上线了鉴权合规及医技

护人脸识别管理系统、血液检测实时追踪系统、放射影像和实验室质控体系等，多维度严格

质控，实现健康体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 

同时，公司也实施了《医疗质量管理考核标准800分》、《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汇编》、

《专科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范》、《集团医疗质量管理主检/放射/超声/检验专项组制度与

规范》等标准规范，并建立了重要异常结果管理、亮证经营等制度，重点把关医疗质量，不

断加速旗下众多体检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进程。 

在影像领域，公司遵照中华医学会发布的各类影像诊断共识，按照国家质控要求做到每

项检查都符合权威规范，力争高质量的图像获取和高水平的诊断。通过人工智能（AI）技

术和专业影像医生相结合的方式，从前端到终端做到全程检测诊断升级，进行阶段性量化评

估、反馈、自查、提升等步骤，建立完善的远程影像质控网络，保证筛查诊断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针对超声检查的行业痛点，公司积极寻找突破点，以完善的培训体系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逐步提升内部超声诊断效率和质量。 

在检验领域，公司加强对检验仪器和试剂的质量控制，从优采购，从源头开始确保检验

质量，在全流程上切断不稳定因素，出具快速、精准的检验结果。目前，公司拥有由300余

家区域检验中心及临检实验室构成的完善实验室网络，并建立数据标准化平台，持续进行严

格质量监管，确保检验报告达到统一规范。此外，公司还与多家符合ISO15189的医学实验

室建立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检测服务及更多样的特检产品选择。 

5、智能引领，健康中国 

公司不仅提供专业体检服务，还以规模体量、管理运营、数据积累等优势，在疾病诊断

筛查、风险评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大数据等方面拥有科技创新和资源突破，将AI技术

广泛应用于乳腺、甲状腺的超声影像检查，以及眼科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等领域。 

公司通过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和医疗水准，围绕着更周全、更准确的健康体

检，辅以更加完善的服务体验，结合AI人工智能和健康大数据理念，为客户打造贯穿检前、

检中、检后的服务闭环，实现了对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目前公司已上线多种AI阅

片工具，嵌入胸部CT、眼底相机、胶囊胃镜等多个环节，通过现代科技赋能医生，提高阅

片准确率，降低阳性漏诊率，更早期、更高效地达到疾病筛查的目的。 

6、前瞻布局，癌症早筛 

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国人群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近十几年来恶性肿

瘤的发病死亡均呈持续上升态势。公司对肿瘤早筛领域保持高度关注，与传统肿瘤筛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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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液体活检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在肿瘤的早期诊断、精准治疗、进展与转移、异质性与

耐药性以及预后评估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协助作用。 

目前公司已引入两款结直肠癌辅助诊断产品：血液样本Septin9甲基化检测、粪便样本

SDC2甲基化检测，上述这两个肠癌筛查产品均获得中国NMPA批准，同时获得《中国早期

结直肠癌筛查及内镜诊治指南》、《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结直肠癌诊疗指南》的推荐和认可。

在成功推出无创胶囊胃镜后，无创血液或粪便甲基化类产品有望成为体检者依从性较佳的肠

癌筛查方式。此外，公司和美因基因共同推出胰腺癌辅助诊断产品，该产品已于2015年通过

NMPA批准，获得三类医疗器械许可证，是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microRNA诊断试剂盒。 

7、升级系统，可视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上线体检报告解读，在原有纸质报告的基础上，重新生成电子可视化体

检报告，不仅本次体检结果可视，同时既往在美年体系的体检结果也可以显现，并基于用户

历年体检报告运用大数据的技术逐步上线用户的健康档案与个人健康状况评估。 

为了提升内部的经营与管理效率，公司已经针对销售与医疗体系全面进行业务管理系统

的数据化和智能化升级，从数据标准化、管理统一化、质量控制标准化与智能化几个维度积

极提升医疗体系的工作质量、效率与准确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体检服务 7,462,681,484.19 2,682,467,456.18 35.95% -9.48% -25.70% -7.8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
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前一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期增长163.93%，主要系本期出售美因股

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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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自2020年度起执行了财政部近年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修订) 》(“新收入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 [2019] 21号) (“解释第13号”)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 10号） 

(a)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集团销售商

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

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本集团既没

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提供劳务

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完工百分比法进行确认。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

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

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

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

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格是本集团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

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本集团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

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的，本集团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

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

合同成本、质保金、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区分、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额外购买选择

权、知识产权许可、回购安排、预收款、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的处理等。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

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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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披露，例如相关会计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可变对价的计量、交易价格分摊至

各单项履约义务的方法、估计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所用的假设等) 、与客户合同相关

的信息 (本期收入确认、合同余额、履约义务等) 、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的信息等。 

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会计政策没有重大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1）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账面价值 项目 账面价值 

预收账款 1,447,485,391.71 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 1,447,485,391.71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客户的销售合同中收取的预收款项在

2019年12月31日计入预收款项，2020年1月1日起记入合同负债。 

（2）对母公司报表的影响：对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b)解释第13号 

解释第13号修订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

试”的选择。 

此外，解释第13号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还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 

(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其他

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

计处理。采用该解释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c)财会 [2020] 10号  

财会 [2020] 10号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

化方法。如果企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则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

租赁分类。 

财会 [2020] 10号自2020年6月24日起施行，可以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

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调整，采用上述规定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11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通过增资取得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哈尔滨美铭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权。本年通过购买取得安徽美欣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慈铭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丽水美年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美年大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黔东南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六盘水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遵

义美年大健康产业医院有限公司、北京润美门诊部有限公司控制权。 

本年新设全资子公司苏州美健奥亚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巢湖市美盼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美年大健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天津河

东区美年美尚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海南美尚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美惠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长沙慈铭奥亚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美顺富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本年通过出售丧失对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控制权。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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