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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18-048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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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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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悦心健康 股票代码 0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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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梅 王小莹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恒南路 1288 号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恒南路 1288 号 

电话 021-54333699 021-54333699 

电子信箱 zqb@cimic.com zqb@cimic.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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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3,396,701.00 404,272,275.02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59,697.75 12,252,341.88 -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864,948.85 2,985,145.94 -32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790,233.83 46,338,734.57 -4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144 -3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144 -3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1.49% -0.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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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2,175,619,528.67 2,115,181,556.57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4,533,880.70 875,313,611.32 1.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0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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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IC INDUSTRIAL INC.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73% 399,795,802  质押 254,080,000 

DIGITAL PACIFIC INC.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0% 61,607,356    

上海杜行工业投资发展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7% 21,161,240    

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12,930,860    

彭洁芳 境内自然人 1.20% 10,259,386    

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3% 2,793,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2% 1,859,780    

陈生平 境内自然人 0.16% 1,354,114    

蒲毕波 境内自然人 0.13% 1,138,415    

刘双成 境内自然人 0.12% 1,003,3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受

同一实际控制人李慈雄控制，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第 5 大股东彭洁芳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259,386 股，第 6 大股东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793,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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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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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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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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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339.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3%。公司自2015年明确向医养结合的大健康产业

进行转型方向以来，在医疗领域内开展了大量资源整合和业务布局工作，除了开展外延并购医院业务外，也同时开展建设特

色连锁专科业务和打造高端医疗服务业务。由于建设特色连锁专科和打造高端医疗服务需要较长的建设期，而外延并购目前

尚无重大进展，因此，现阶段公司的营业收入中仍然还是以瓷砖业务为主，瓷砖业务收入占比90%左右。 

（一） 大健康业务 

1、通过外延并购优质业务，构筑以地区综合医院为核心的区域健康综合体 

公司将建立以县级区域为范围、以推展城乡居民健康为宗旨、以二级综合医院为核心、向下辐射基层（社区医院、卫生

所）、向前延伸健康促进、向后延伸康复、养老、临终关怀，同时具备财务保险为支撑的健康服务项目集合体。未来公司拟

将以地区综合医院为基地，深化与区域医科大学的战略协作，持续收购或整合管理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输入医院管理模式

和医疗技术，复制“区域健康综合体”模式，最终组合形成悦心区域医疗集团。 

按照上述战略，公司原计划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100%

股权、建昌县中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由于自2018年起，医保控费措施对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未来预期的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能否通过其他增量业务收入弥补原对赌承诺的业绩缺口存在

不确定性，影响本次并购目的的实现，一旦其未来三年业务发展和原先预期发生重大变化时，则可能导致公司产生重大的商

誉减值损失，进而影响公司的业绩和股价，给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12日分

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之后公司会同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了《关于撤回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申请文件的申请》，并于2018

年7月11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本次交易终止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将继续持有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全椒同仁

医院有限公司和建昌县中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将在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和建昌县中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下促进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和建昌县中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的控股权。同时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继续对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进行孵化，未来与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

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方就商业条件达成一致且符合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前提下，由公司优先收购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

司的控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虽然终止，公司大健康产业战略不会改变，公司在人才、管理、医疗资源等方面奠定的坚实基础将有

效支撑大健康业务领域的扩张和发展，公司后续仍将会筹划相关资产并购完善公司的大健康布局。同时，公司战略转型大健

康产业的另外两个抓手，建设开展特色连锁专科业务和打造高端医疗服务业务，目前正有序的推动而且也都取得了成效。 

2018年7月23日，上海市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本市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健康服务业50条”），自公司2015年开始转型发展医养结合大健康产业以来，公司的战略思路和实施布

局，与健康服务业50条很多部分高度契合。因此，借助健康服务业50条的政策落地，将对公司的健康服务业务带来明显加大

加快的促进和提升力度。 

2、促进综合与专科协作，发展特色连锁专科   

（1）妇产生殖专科 

①2016年8月，公司收购了美国日星生殖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国日星”）60%的股权，并于2017年4月完成股权交割；

通过投资美国日星，可提供国内客户更多元化的服务，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同时通过引进美国在人工生殖领域方面最新

的技术、信息及管理知识，提升公司在妇产生殖的技术水平。投资美国日星为公司合并报表贡献营业收入2017年度为1,213.50

万元，2018年上半年为625.95万元，美国日星业务稳定，未来公司考虑适时投入更多资源，协助美国日星的发展。 

②2017年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悦心健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心健康医疗”）在广州投资成立广东悦

心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向当地主管部门申请设立以妇科及不孕治疗为核心服务的专科门诊部，以拓展华南地区妇产生

殖医疗服务领域。目前门诊部建设已接近完工，正办理消防验收，通过后即申请执业许可，预计第三季底开业运作。 

③2018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悦心健康医疗与关联方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由悦心健康医疗向上海

斯米克有限公司购买为“宜春市妇幼保健院辅助生殖中心”前期投入购置的孵化资产。 

该合作系于2015年底悦心健康医疗与江西宜春市妇幼保健院洽谈合作，为配合政府政策，将宜春打造成为赣西医疗健康

养生中心，经双方平等协商，宜春市妇幼保健院决定与悦心健康医疗合作共建宜春市妇幼保健院辅助生殖中心，力争达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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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内先进、赣西领先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不孕不育患者。 

因合作共建初期，考虑到辅助生殖中心牌照申请过程漫长，且有多次审核，为减少前期投资风险，决定由上海斯米克有

限公司做前期投入，待项目成熟后，再转给公司。据此，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于2016年购买位于宜春市内两套房产面积合计

256.23平方米及一批妇产生殖辅助设备器械（以下统称为“孵化资产”），作为对宜春妇幼保健院合作项目的前期投入。 

2017年12月底，悦心健康医疗与宜春市妇幼保健院正式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2018年5月初，宜春妇保院辅助生殖中心

通过正式运行校验并取得辅助生殖IVF正式运行资质。上述前期投资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基本排除，因此由悦心健康医疗向

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购买前期投入购置的孵化资产。 

依据悦心健康医疗与宜春市妇幼保健院签订的合作共建协议，悦心健康医疗负责生殖中心筹备期投入所需购置的仪器、

设备等，并负责与国内外辅助生殖相关专家联系，促进技术交流合作，协助对外进行客户服务及开发，并协助生殖中心人才

引进及留住优秀人才。双方本着诚信的原则，协同工作，按双方资源投入比例，合理计算成本分摊及服务费。悦心健康医疗

的收益来自投入资源的折旧摊提回收及依所提供服务的运营效益计算的服务费。除财务效益外，合作项目让公司更深入了解

国内生殖中心的设立要求及运作模式，并接触到更多的生殖专家及业内资源。 

④2018年7月，公司进行了组织调整，未来悦心健康医疗将以妇产生殖专科为主要发展重点，结合公司在上海及广东的两个

一线城巿的高端门诊部，以及美国日星、台湾及东南亚合作生殖中心的资源，将打造全国妇科生殖连锁门诊作为医疗事业发

展主轴之一，在前端提供患者优良的看诊及检查服务，把后期需要牌照医疗服务的交给有执照的生殖中心，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优先把上海新虹桥悦心综合门诊部及广州悦心专科门诊部打造成旗舰店，建立门诊发展典范模式，再向江浙沪粤等长

三角及珠三角精华城巿进行连锁门诊拓展，结合当地生殖中心及生殖权威医生的合作资源，将成为国内妇科生殖连锁的主要

服务入口作为未来5年的经营目标。 

（2）高端口腔专科 

①2016年5月，公司与钛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通过投资控股钛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孙公司上海雅比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国内高端口腔医疗市场。2017年1月，公司与钛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境外子公司ABC Investment Limited 及其他两位创始自然人股东签署了《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进

入股权交割阶段。 

②2018年4月，公司在徐州投资口腔医院，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公司将投资930万元间接控股约31%作为最大股

东，其他参股投资的股东主要是徐州报业传媒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和ABC口腔合作的下属厦门优必选健康管理咨询公司。

口腔项目医院将向徐州报业租用其物业作为经营场所并支付租金，另外，厦门优必选将派专业团队指导运营口腔项目医院并

收取管理费，该项目处于筹建阶段。 

3、打造高端医疗服务 

公司在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内设置上海悦心综合门诊部，于2016年末和园区合作先行开幕试运营，由于园区附近交

通建设仍在进行中，预计到2018年四季度才会逐步完善，在市场条件尚不成熟情况下，基于成本效益考虑，门诊部在今年上

半年仍处试运营阶段。2018年以来，园区内部建设仍在加紧，园区内众多其他医院建设也在同步赶工，门诊部坐落所在的园

区医技大楼的相关环境也持续改善，预期门诊部到2018年第4季可较全面性的展开业务，进入正式运营的阶段。上海市政府

今年7月出台了健康服务业50条，将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列入"打造“5+X”健康医疗服务业布局"的重点项目，并推动新虹桥国

际医学中心以国家健康旅游基地建设为核心、集约化为特色，加快形成高端医疗服务集聚区，都显示未来政策的挹注将带动

新虹桥园区的进一步发展，做为园区早期开展业务的医疗机构，公司将掌握政策支持的力度，全力把上海悦心综合门诊部打

造成为高端医疗的平台，除了前面提到的妇科生殖健康的特色外，也将更广泛引进国际及台湾名医的资源，为患者提供优质

高效的健康医疗服务。 

4、养老业务 

2017年3月，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公司承接托管了浙江省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护理机构合作项目，并于2017年6

月开始运营。三福院拥有养老床位2000床，公司承接托管了其中415床。该项目为公司合并报表贡献营业收入2017年度为84

万元，2018年上半年为90万元。 

（二）建筑陶瓷业务 

公司专注于瓷砖行业25年，凭借精致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斯米克牌瓷砖”得到了市场高度肯定。2011年以来，受到

全球经济危机及宏观调控影响，建筑陶瓷行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为扭转不利经营环境，公司通过加速开发推出新产品、改

善销售产品结构、调整管理团队和管理模式、控制人力成本等措施摆脱了经营困境。近两年来，瓷砖业务经营情况逐步好转，

2018年上半年，瓷砖业务营业收入实现37,420万元 ，同比增长3.81%。 

（三）生态健康建材业务 

2013年末，公司向市场推出了具备释放负离子功能的生态型装饰建材-斯米克健康板。斯米克健康板系列产品取得中国建

筑材料联合会生态环境建材分会关于生态建材的功能特性认可，取得会标使用证书、调湿功能建材产品标识使用证书、净化

功能建材产品标识使用证书。2018年6月，斯米克负离子健康板荣获“上海品牌”认证。  

目前生态健康建材业务尚未实现较大的销售规模，销售以经销商渠道为主，目前业务扩展工作集中于开拓市场，而生产

方面则主要是以销定产，根据市场业务的增长情况控制生产建设投入，以避免过早投资造成产能闲置的风险。2018年上半年，

斯米克负离子健康板位于上海的工厂搬迁至荆州斯米克生产基地。 

    2018年上半年，生态健康建材业务营业收入实现834万元，同比增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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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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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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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新增投资设立三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1）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孙公司广东悦心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广东悦心普通专科门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悦

心门诊部”），公司持有广东悦心门诊部100%的股权。 2018年2月8日，广东悦心门诊部取得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自2018年2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2）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悦心健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同舸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上海悦心

同舸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心同舸”），公司持有悦心同舸70%的股权。2018年1月10日，悦心同舸取得上海市杨

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自2018年1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3）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悦心健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徐州悦心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悦

心医疗”），公司持有徐州悦心医疗100%的股权。 2018年1月19日，徐州悦心医疗取得徐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自2018年1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慈雄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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