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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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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健康 股票代码 0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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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小佳 刘晓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右侧宜都花园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右侧宜都花园 

电话 0754-85899788 0754-8589978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yre@yihua.com securities.yre@yihu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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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419,889.73 1,153,903,361.97 -1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94,691.12 175,395,947.13 -9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60,724.61 143,369,230.16 -9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091,713.76 169,237,511.28 -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1998 -9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1998 -9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7.47%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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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640,411.35 8,274,170,308.60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0,654,119.89 2,412,186,037.5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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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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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04% 325,115,088 0 质押 112,365,681 

林正刚 境内自然人 12.28% 107,811,485 0 质押 107,674,805 

深圳市前海新

富阳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7% 71,707,315 71,707,315 质押 71,696,800 

李岳雄 境内自然人 1.30% 11,453,400 0 质押 11,446,400 

代妙琼 境内自然人 1.20% 10,568,040 0 质押 10,564,400 

汕头市汇泉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10,006,640 0 质押 9,996,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9% 7,805,296 0   

宁波津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7% 5,880,000 0   

太平资管－招

商银行－太平

资产太平之星

92 号资管产品 

其他 0.58% 5,115,190 0   

陈丽萍 境内自然人 0.54% 4,705,5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华集团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宜华集团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5,73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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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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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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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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宜华健康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宜健 01 112807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8.32% 69.52% -1.2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3 3.9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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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公司结合国内相关政策，坚定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

务两大业务核心，全面强化内部管控，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841.99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18.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9.4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6.30%。主要情况如下： 

     （一）加强对各业务板块战略指导，促进全年经营目标实现 

     医疗运营板块：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具体情况，调整战略投资思路，提高投资标的甄选要求。同时，加强对已投资

下属医院管理，提升整体医疗管理水平，尤其是加强公司对下属医院的业务指导和资源支持，全面推动医院管理系列培训，

对下属医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辅导，积极推动下属医院之间的院际交流和资源整合；通过进一步充实

医院经营人才队伍，搭建全国性医院管理与技术专家顾问团，对公司所属各医院进行调研，问题判断，做到医疗流程简化，

经营制度优化。 

     养老运营板块：加大对杭州、青岛、象山等已正式营业的养老社区会员卡的销售力度，加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的布局，打造连锁式养老服务社区。同时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拓宽产品种类，提高公司养老产品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会员

入会，深入开发会员的资源和会员价值体系。 

     医疗后勤板块：推进加快现有医疗工程的建设。优化众安康的人力资源体系，提升后勤业务团队的运营效率。逐一论证

每个医疗后勤项目的可行性以及运营效益，进一步提升医疗后勤业务的盈利能力。 

    （二）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管控，加强团队建设 

     公司根据经营管理的需求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规范各业务板块业务审批流程，全面提升公司整体管理的运行效率，

继续完善集团财务信息系统建设，在集团财务系统第一期项目上线的基础下，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模块建设，加大对各下属

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的预算管理，强化动态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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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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会计报表格式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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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奕民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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