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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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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王振耀

袁胜华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其本人所在地在北京，因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原因，无
夏成才
法现场参加本次年报董事会
会议。

独立董事

其本人所在地在北京，因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原因，无
夏成才
法现场参加本次年报董事会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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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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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4-85890788

0754-85890788

电话

0754-85899788

0754-8589978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yre@yihua.com

securities.yre@yi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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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确立了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务为主的两大业务核心，致力于构建全国性医疗综合服务平台和
连锁式养老服务社区，逐步形成全面融合的医养结合运营体系，同时延伸到医疗专业工程、健康护理及康复、互联网医疗等
领域，打造体系完整、协同高效的医疗及养老产业生态链。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1）、医疗机构投资及运营业务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为依托开展医疗机构投资及运营业务。根据业务性质的不同，达孜赛勒康的业务可进一步
细分为医院托管服务业务、合作诊疗中心业务和医院投资运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①、医院托管服务业务
达孜赛勒康与有管理服务输入需求的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基于自身在医疗行业的管理经验和人才团队为合作医院提供全
方位的托管服务。通过向医院输出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优质的医疗资源，全面提高医院的管理能力、经营效率和医疗水平。
达孜赛勒康根据提供的服务内容和医院规模的大小，按照医院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托管费。
②、医院投资与运营业务
达孜赛勒康依托在医疗产业领域的经验与资源，投资营利性医院，直接参与医院的运营管理业务，医院的收入来源为门
诊收入、住院收入和药品收入等，达孜赛勒康作为医院股东，其收益来源主要为医院的经营利润。
③、合作诊疗中心业务
达孜赛勒康与有配置大型医疗设备需求的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在其既有场所的基础上建立合作诊疗中心。达孜赛勒康在
合作过程中提供大型医疗设备与资金，并负责诊疗中心日常运营管理和市场推广，合作医院提供医技人员、医疗场地和技术
支持等。达孜赛勒康根据诊疗中心产生的收入进行分成。
2）、养老社区投资及运营业务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亲和源为依托开展养老社区投资及运营业务。亲和源主要从事会员制养老社区的投资与运营和向入住
会员提供养老服务，亲和源目前运营多个养老社区，覆盖城市包括上海、杭州、嘉兴、宁波、青岛、三亚等地。亲和源业务
开展情况如下：
①、养老社区投资与运营
亲和源通过自建或租赁房产的方式建设和运营养老社区，并向客户出售养老社区会员卡，客户购买会员卡后获得养老俱
乐部会员资格和入住养老社区的权利。亲和源根据会员权利和服务标准的不同将产品进行分类，并根据会员卡类别的不同按
照对应的政策确认收入。
②、会员养老服务
亲和源在会员入住亲和源养老社区后，每年向会员收取服务年费。亲和源为会员提供全面的康复诊疗和日常照护服务，
并首创“生活、快乐、健康”三位一体的秘书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有尊严、有意义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3）、医疗后勤服务业务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众安康为依托开展医疗后勤服务业务。众安康是国内医疗后勤服务行业的“一体化非诊疗”专业服务
提供商，致力于打造“专业化、一体化”的医疗机构非诊疗支持保障服务体系，为各类医疗机构提供包括物业管理服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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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辅助服务、餐饮服务、商业服务、特约服务等在内的医疗后勤服务。
4）、医疗专业工程业务
医疗专业工程业务是众安康在医疗后勤服务业务基础上进行的横向拓展。医疗专业工程提供的主要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
为洁净手术室、ICU、NICU、化验室、医用气体工程等医疗专业工程的建设提供“设计+施工+产品+服务”的一站式服务，具
体包括医疗专业工程专业化设计、气体管道布线规划、施工组织设计、装饰施工、产品设计、设备配套、系统集成、系统运
维等。
（2）、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变化
1）、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带动医疗机构建设快速的发展，拓宽医疗后勤综合服务的市场前景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意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促进我
国医疗服务市场持续增长，带动医疗机构建设快速发展，拓宽医疗后勤综合服务的市场前景。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卫生消费总额预计达人民币57,998.3亿元，较2017年的51,598.8亿元增加
12.40%；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3.1亿人次，比上年增加1.3亿人次，增长1.6%，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
均就诊6.0次。其中，公立医院诊疗人次30.5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85.2%），民营医院5.3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14.8%）。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25,453万人，比上年增加1,017万人，增长4.2%，年住院率为18.2%。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将会在量和质上同步提高。居民对医疗服
务的要求将不仅局限于疾病治疗，而且会进一步关注疾病预防、身体保健等因素，综合健康管理将会成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的发展方向，从而进一步拓宽医疗服务的业务发展，带动医疗机构建设及医疗后勤综合服务进一步的发展。
2）、“新医改”释放制度红利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发展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社会办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需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同时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空间。该纲要对民营医院的发展设定了框架，可以预见在未来社会办医院将在基本医疗方面与公立医院之间形成有序
竞争，同时在高端医疗服务、康复等方面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与替代，共同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同时，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在医改政策推动下，社会资本在公立
医院全面改制、专业医院管理输出、建设医院集团网络、差异化医疗服务及发展养老康复医疗体系等方面将获得大量投资机
会。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将为具有丰富医改经验以及规模优势的医院管理集团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养老产业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8.10%，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16.8万个，养老床位合计达
到727.1 万张，比上年增长3.3%，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9.1张，与发达国家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50-70张左右
的水平差距较大，国内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无法匹配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老龄产业发展预测研究2014》的数据显示，
我国养老产业市场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7.7万亿元，到2030年将达到22.3万亿元。市场潜力巨大，行业优先布局者将有望打
开万亿市场空间。
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推动医疗服务行业进一步快速发展
此外，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医疗健康服务、社区医疗服务、互联网医疗及养老服
务。通过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预警能力，在社区、附近医院提供更丰富的医疗资源配置，提升私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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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老机构提供便捷、专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医疗和养老服务，将成为未来医疗及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
公司是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务为主业，致力于构建全国性医疗综合服务平台和连锁式养老服务社
区，逐步形成全面融合的医养结合运营体系，同时延伸到医疗专业工程、健康护理及康复、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打造体系完
整、协同高效的医疗及养老产业生态链。随着行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公司将能够在行业中更快地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3）、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务为主业，致力于构建全国性医疗综合服务平台和连锁式养老服务社
区，逐步形成全面融合的医养结合运营体系，同时延伸到医疗专业工程、健康护理及康复、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打造体系完
整、协同高效的医疗及养老产业生态链。随着行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公司将能够在行业中更快地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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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1,792,237,334.32

2,204,000,845.00

-18.68%

2,116,173,2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2,228,737.16

177,415,273.27

-986.19%

173,955,2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0,140,714.67

137,003,970.43

-1,413.93%

169,899,816.07

157,361,822.67

372,738,371.87

-57.78%

44,900,82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13

0.283

-732.97%

0.27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913

0.283

-732.97%

0.2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57%

7.55%

-99.12%

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5,951,875,681.65

8,274,170,308.60

-28.07%

7,635,114,800.02

797,605,395.58

2,412,186,037.52

-66.93%

2,284,681,622.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20,037,268.07

418,382,621.66

452,991,632.95

400,825,8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37,217.08

-46,542,525.96

-3,895,803.23

-1,574,827,62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981,216.64

-48,020,492.03

-4,166,221.64

-1,800,935,21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479,648.18

109,612,065.58

-211,921,726.32

206,191,8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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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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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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44,189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0,51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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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219,360,260

冻结

112,365,681

质押

91,565,863

冻结

23,163,775

71,707,315 质押

71,696,800

宜华企业（集 境内非国有
团）有限公司 法人

37.04% 325,115,088

0

林正刚

10.43% 91,565,863

0

境内自然人

数量

深圳市前海新
境内非国有
富阳实业有限
法人
公司

8.17% 71,7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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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业管理有限公
法人
司

1.14% 10,006,640

0 质押

9,996,000

太平资管－招
商银行－太平
其他
资产太平之星
92 号资管产品

0.81%

7,115,190

0

陈丽萍

0.54%

4,704,8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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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

4,676,766

0

宁波津原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0.49%

4,261,000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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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为一致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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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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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
说明（如有）
股份 4,469,2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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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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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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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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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18 宜健 01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债券代码

112807

到期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债券余额（万元）

20,000

利率

6.50%

18 宜健 01 已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支付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期间的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付息公告》
。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年6月21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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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2019）》，维持宜华健康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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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为AAA。
2019年12月25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将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公告》，将
宜华健康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维持宜华健康主体信用等级AA，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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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为AAA。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此外，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
密切关注公司以及本期债券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
踪评级结果。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根据监管要求或约定在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网站
（www.ccxi.com.cn）和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
披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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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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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资产负债率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84.68%

69.50%

15.18%

-34.26%

12.30%

-49.30%

-6.75

1.73

-490.17%

利息保障倍数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面临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所投资的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公司在坚定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
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务为两大业务核心的情况下，强化内部管理，并结合国内医疗政策及养老政策，克服经营压力。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9,223.73万元，较上年下降18.68%，在对所投资企业的商誉及长期资产计提减值的情况下，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7,223万元。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明确医疗产业战略发展方向，健全风险内控管理体系
目前，公司在医疗产业已形成较大规模。2019年，公司下属子公司达孜赛勒康与各下属医院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
明确未来战略目标，落实医院的经营目标与医院管理层绩效考核相结合，加强医院的品牌建设。同时，对已投资的医院项目
进行梳理，报告期内，公司因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终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署的《特许经营权协议》，达孜
赛勒康因在原协议关键问题上与对手方未能达成一致，公司本着审慎原则，终止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义
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65% 股权。截止目前，公司已控股和托管的医院数量共有19家，
报告期，初步构建了公司的风险内控管理组织体系，明确了公司及下属各医院的在风险与内控管理工作上的职责，以及公司
与下属各医院之间的信息管理与沟通机制。
（2）优化提升公寓服务，加强内部管理工作实施
报告期内，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亲和源的会员卡销售不及预期，亲和源及时转变思路，对于已入住公司养老公
寓的会员，亲和源推出三师服务（心理呵护师、康复呵护师、营养呵护师）全面实施，从评估筛查、档案建立、二次评估、
入住跟踪等各方面关注会员服务提供和服务需求变化；并同时开展心理关注服务；对康复会员进行干预指导，制定实施康复
训练计划，提高会员生活质量；结合膳食指导、营养配餐和体验厨房等多种方式给予会员全方位的营养指导，在公寓运营体
系成熟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和提升会员服务。亲和源在养老社区项目完工开业后，加强对各个养老社区的制度执行服务工作，
对亲和源各下属子公司完成不定期内审管理抽查，提升各下属子公司业务和管理能力。
（3）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管控，加强团队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管理的需求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规范各下属子公司业务审批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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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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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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板块
养老板块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1,574,111,740.28 1,262,801,973.26
218,125,594.04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9.78%

-18.26%

-10.07%

-7.30%

6.92%

-21.60%

77.88%

-52.06%

203,025,0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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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年比上年减少986.19%，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略有下降，而受材料、人工价格上升以及
养老社区开业后开始摊销各项费用影响，导致营业成本上涨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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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
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
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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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单位：元
金融资产类别

修订前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货币资金

计量类别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账面价值
344,297,985.64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1,031,370,822.59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658,264,341.4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3,078,602.55

应付票据

其他金融负债

563,607,500.00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507,038,707.03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1,155,307,470.03

计量类别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账面价值
344,297,985.64
1,031,370,822.59
658,264,341.43
139,778,044.68
563,607,500.00
507,038,707.03
1,155,307,470.03

于2019年1月1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按修订前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年12 月31 日
344,297,985.64
1,031,370,822.59
658,264,341.43
183,078,602.55

重分类

-183,078,602.55
183,078,602.55

重新计量

-43,300,557.87

507,038,707.03
1,155,307,470.03

按新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1 月1 日
344,297,985.64
1,031,370,822.59
658,264,341.43
139,778,044.68
507,038,707.03
1,155,307,470.03

于2019年1月1日，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余额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
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其他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按修订前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
则计提的损失准备
2018年12 月31 日
98,926,563.41
40,793,021.08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计提的损失准备
2019 年1 月1 日
98,926,563.41
40,793,021.08

本公司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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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货币资金

调整前
344,297,985.64

调整数

调整后
344,297,9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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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1,031,370,822.59
658,264,341.43
183,078,602.55

1,031,370,822.59
658,264,341.43
-183,078,602.55
139,778,044.68

507,038,707.03
1,155,307,470.03

139,778,044.68
507,038,707.03
1,155,307,470.0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调整前
80,309,436.60
1,152,888,115.61
121,000,000.00

调整数

调整后
80,309,436.60
1,152,888,115.61

-121,000,000.00
71,937,086.79

1,926,792.07
1,283,717,210.36

71,937,086.79
1,926,792.07
1,283,717,210.36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调整前

调整数
1,031,370,822.59
-1,031,370,822.59
563,607,500.00
507,038,707.03
-1,070,646,207.03

1,031,370,822.59

1,070,646,207.03

调整后
1,031,370,822.59
563,607,500.00
507,038,707.03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调整前

461,926,792.07

调整数

460,000,000.00
1,926,792.07
-461,926,792.07

调整后

460,000,000.00
1,926,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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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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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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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2、（6）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奕民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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