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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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15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阎小佳

陈晓栋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主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芜岭海工业园区主
楼4楼
楼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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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87,862,261.80

938,419,889.73

-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387,780.74

6,494,691.12

-2,33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6,124,595.55

4,960,724.61

-3,247.21%

108,650,840.94

163,091,713.76

-3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6

0.0074

-2,33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6

0.0074

-2,3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6%

0.07%

-2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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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5,708,860,391.04

5,951,875,681.65

-4.08%

652,237,816.35

797,605,395.58

-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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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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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企业（集
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37.04%

325,115,088

0

林正刚

9.43%

82,801,551

0

深圳市前海新
境内非国有法
富阳实业有限
人
公司

8.17%

71,707,315

李岳雄

境内自然人

1.30%

代妙琼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219,360,260

冻结

219,381,681

质押

82,801,551

冻结

5,563,775

71,707,315

质押

71,696,800

11,453,400

0

质押

11,446,400

1.20%

10,568,040

0

质押

10,564,400

汕头市汇泉物
境内非国有法
业管理有限公
人
司

1.14%

10,006,640

0

质押

9,996,000

宁波恒津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0.79%

6,900,000

0

宁波津原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0.66%

5,800,000

0

陈丽萍

0.55%

4,790,220

0

0.53%

4,676,766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广发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广发原驰·宜华 其他
健康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绍喜持有公司股份 1,146,600 股，与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为
的说明
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司股份 105,733,407 股；股东陈丽萍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明（如有）
有公司股份 4,469,220 股；股东张迎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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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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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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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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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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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到期日

2018 年 11 月 29 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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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2%

84.68%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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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

1.73

-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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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加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公司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努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积极组织各业务板块快速实现复工复产，围绕全年经营目标，采取
各项经营管理措施，克服经营压力，维持公司稳定发展。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786.23万元，同比下降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4,538.78万元，同比下降-2,338.56%。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加强对子公司战略性指导，确保各业务板块以及下属机构顺利完成年度业绩目标
1、医院运营版块：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地采
取多种手段防控疫情，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下属部分控股医院被纳入当地政府联防联控体系之中，在各个层面上承担
着发热门诊、感染科、疑似病人收治、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流动防控、转运病人、定点观察和定点治疗等任务，导致公司
医疗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同时，受政策影响，达孜赛勒康部分医院托管服务业务终止。对此，公司及时成立抗疫应急管理小
组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工作，对疫情进行密切跟踪和评估，及时调整经营各项安排，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医护人员安全，并加强
预算管理，合理调配、使用资金，确保正常所需的运营资金。做好预算执行分析及事中监控的工作，为全面预算打好基础，
为医院绩效方案的实施和落实做好基础工作，力争完成全年业绩承诺。
2、养老运营版块：一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会员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二季度以来，
公司积极组织亲和源完成复工复产，并加大对亲和源会员卡的销售力度，并重点去化各项目存量，根据项目属地属性等因素，
结合目前市场情况和项目自身特点优化产品线，重点推行“体验式营销”；对刚需需求进行必要条件的突破。同时结合旅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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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年卡、月卡的市场和机会，提高项目入住率。同时，继续重点研究开发金融产品，将会员卡和金融单位进行合作，满足客
户和行业需求，同时着力提供创新型的产品类型，丰富产品线，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
3、医疗后勤版块：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众安康提供后勤服务的部分医院被纳入当地政府联防联控体系
之中，众安康医疗后勤团队积极投入到医院的抗疫中，全力配合医院完成防疫任务。2020年上半年，众安康加强高管团队的
经营管理制度建设，增强凝聚力，全力解决众安康所面临的经营困难局面，扎实做好综合工程项目后续工作，切实加大项目
现场管理，推动工程进度。积极开展专业工程工作，大力巩固和发展后勤服务项目，使公司步入上行发展良性轨道，力争实
现总体业绩新的增长。
（二）、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管控，加强团队建设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投资收紧的情况，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强化集团管控力度，提升内控管控水平。同时
进一步完善现场巡检制度，组织相关人员加大对公司下属机构现场检查，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将严格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根据公司现有规模情况，优化人员架构，加强高管团队的经营管理建设，吸收优秀人才，提升公司整体管理的运行效率，
推进公司平稳、快速发展。2020年，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需进一步完善投资运营团队、审计团队以及各下属医院的财务团队，
加强对各下属机构的财务管理、投后管理及审计监督工作，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三）、推动再融资业务工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优质资源
公司已于2020年3月18日披露《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继续加快落实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实施，
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成本，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与此同时，通过非公开发行引进
战略投资者，引进其相应的优质资源，帮助公司在医疗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方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公司在医疗
养老产业领域做深做广，实现公司更加持续和稳定的发展。
（四）、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强化集团管控
公司继续以建设标准化、高质量、高效率的集团化信息管理中心未目标，以对公司旗下医疗机构和养老社区的财务管控
以及经营管理信息开展有效的收集、分类、传输和分析，实现集约化、精细化和平台化管理。
公司通过构建集团内部集成高效的信息化平台，首先能够强化公司现有多业务模式、多组织层级模式的各种数据管控，
实现数据的快速、有效传递和汇总，有助于上市公司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和经营决策能力，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内控
风险；其次有利于公司旗下各版块间、各版块与终端客户间的信息交流，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各产业的协同效应，全面提升公
司整体的服务质量；再次公司以集团内整体信息化为切入点，全面实现医疗和养老产业的大数据整合和管理，能够充分发掘
医疗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金融等产业链的价值，打造横向有广度、纵向有深度、协同有密度的医疗健康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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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9年5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董事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 会决议通过
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以
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要
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5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董事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会决议通过
的通知》（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
“债务重组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9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董事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会决议通过
（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财会
[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
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通知及附
件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
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董事
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会决议通过
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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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新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
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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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八点合并范围的变更。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奕民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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