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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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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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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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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莱茵体育 股票代码 0005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莱茵置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超 李钢孟 

办公地址 杭州市文三路 535 号莱茵达大厦 20 楼 杭州市文三路 535 号莱茵达大厦 20 楼 

传真 0571-87851739 0571-87851739 

电话 0571-87851738 0571-87851738 

电子信箱 lyzy000558@126.com lyzy000558@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实施体育产业“416发展战略”，按照“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证券化”四化方针，通过切入“体

育金融、体育赛事、体育地产、体育网络、体育传媒、体育教育”六大平台业务，积极推进并夯实莱茵体育产业生态圈布局；

为确保上市公司在转型阶段保持较为稳定的现金收入，公司进一步强化商业地产及能源板块的业务发展，同时在控股股东支

持下，积极推进落实公司非经营性地产项目的剥离工作，为公司业务的转型、资金流动性的增强、资产负债率的降低带来了

显著的促进效应。 

  （一）体育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目前公司体育板块业务情况为： 

1、体育金融。公司与浙江黄龙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和建银国际财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浙江黄龙体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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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以该管理公司为平台发起规模50亿元的浙江体育产业基金，基金将主要投资于体育产业及其衍生行业的相关

企业；公司全资子公司——横琴莱茵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基金模式布局了体育网络（运动世界）与体育彩票（彩票

2元网）领域； 

2、体育地产。公司已与国资委所辖大型骨干科技型中央企业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中

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积极推进“模块化可移动体育场馆设施技术”研究开发并将其商业化；公司

全资子公司——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正积极推进公司智慧型场馆线下建设及运营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黄山莱茵达

公司正在黄山市积极打造“中国黄山国际户外运动基地”。 

3、体育赛事。通过收购亚洲职业篮球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公司目前拥有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斯杯）、

亚洲职业篮球联赛（ABA）两大品牌赛事；通过与杭州市体育发展集团合作获得浙江省女足运营管理权，开展女足混改事

项；同时通过自建及合作方式，将进一步参与赛事承办运营，如电竞赛事、2016世界女子冰壶冠军巡回赛（上海大师赛）、

WBC世界拳王争霸赛、全国家庭健身挑战赛、京都飞镖群英会等多项赛事，积极落实赛事平台的打造； 

4、体育网络。通过国内领先的体育互联网商务平台——“运动世界”整合国内线下场馆资源，发展线上用户，提供全

运动类型场馆预订，私教预约，运动社交，运动康复等一站式体育服务； 

5、体育传媒。与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传媒集团——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同时积极推进国内知名体育

传媒平台--中华网（CHINA.COM）收购事项，并全力打造“品牌+体育”的多媒体网络平台； 

6、体育教育。通过创办“浙江莱茵国际足球学校”（目前正处于选址阶段），未来将致力推进足球学校的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及义务教育工作，并依托公司优势资源积极引进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训练体系。 

（二）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在控股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实现了扬州绿茵广场置业有限公司、杭州枫郡置业有限公司、杭州莱茵达

枫凯置业有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和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的住宅地产剥离事项，并获得了大股东支付的

大量现金，优化了公司的资产结构。 

同时在公司整体向体育产业战略转型背景下，公司坚持调整业务结构、加速去化库存，适时处置其他非体育类相关资

产，同时新设了资产管理部门加强上市公司体系内的优质商业物业的运营管理。 

（三）能源业务 

     目前，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达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具备独立运作能源业务的能力，报告期内通过新建

业务子公司及对外合作等方式，持续加大在终端市场的市场开发力度，加速发展天然气贸易业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天然气

销售网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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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528,139,940.19 3,717,361,041.15 -31.99% 2,097,294,05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385,593.52 43,001,624.15 -933.42% 68,720,3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855,667.92 15,697,706.34 -2,386.04% 59,933,58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88,234.62 -119,903,593.90 59.56% 760,192,7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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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6 -80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6 -80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3% 3.71% -28.14% 7.5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2,830,740,115.15 4,678,030,329.38 -39.49% 6,359,640,37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9,984,048.87 1,646,099,612.38 -22.24% 983,779,051.7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5,067,726.41 605,670,906.78 546,803,150.53 800,598,15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8,452.05 -28,745,565.35 -18,812,628.23 -313,645,8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2,031.63 -26,307,784.35 -18,627,102.96 -314,542,81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65,519.87 -44,197,543.05 -61,384,000.16 64,158,8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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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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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9,21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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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达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70% 409,949,787 94,382,022 质押 377,482,015 

高靖娜 境内自然人 11.63% 100,000,000 0 质押 99,350,000 

上海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T-0301 

其他 1.16% 10,0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高端

制造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7% 6,658,574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互联网

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7% 5,730,821 0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中国建设银行

－上投摩根中

国优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5,458,099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6% 4,800,082 0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申万菱信创盈

定增 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5% 4,738,474 0   

林素珍 境内自然人 0.50% 4,293,521 0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其他 0.41% 3,540,49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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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宏观经济回顾及展望 

2015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全年GDP为67.7万亿元，同比实际增长6.9%，增速创25年新低。2015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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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为推动“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进程，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审批效率；加大金融体制

改革力度，优化金融结构，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结构优化、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助力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在宏观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背景下，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多策并举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缓解地方偿债压力、促进投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中偏松的导向，继续通过多种货币工具释放流动性，完善宏

观审慎政策框架。 

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而作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重点的体育产业，在市场和政府双

轮驱动下正逐步迈入黄金发展期。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和大众健身，并制

定了取消审批、优化环境等具体措施。当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这是

国家第一次从产业角度确认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意见》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并且把全民健身上升

为国家战略，提出要抓好潜力产业，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 

体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从其发展规模和结构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升级，以及市场预期和政策红利的共振，在未来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国民经济

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二）2015年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15年，公司全面向体育产业转型。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积极投资布局六大平台，目前

正处于对外投资阶段，成本费用上升；同时因基于房地产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战略转型原因，公司剥离了部分住宅业务资产，

因被剥离项目计提减值损失等原因，导致全年利润同比减少。2015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28,139,940.19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31.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8,385,593.5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33.42%；基本每股收益为-0.42元/股，比

上年同期减少-800.00%。 

（三）2015年体育产业布局的主要工作 

基于中国产业结构正在积极优化调整的宏观背景，2015年公司积极进行战略研究与调整，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

路。2015年8月，公司正式更名为“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开启从房地产到体育产业的转型之路，确立了体育

产业发展的“416发展战略”，公司以“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证券化”为指导方针，通过扎实稳步推进“体育金融、体育赛

事、体育地产、体育网络、体育传媒、体育教育”六大平台建设，致力于打造一个由若干企业集群组成的融合发展的体育产

业生态圈，最终实现“蓝天白云下让人们健康快乐地生活”的愿景。 

1、不断完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扎实布局  

（1）四化方针 

市场化。基于对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的预判，公司正积极推进浙江、横琴等地体育产业交易中心的设立，通过交

易中心实现体育有形及无形资产的挂牌交易，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国际化。公司国际化的规划是：第一，“走出去”，即通过内生性发展，提升公司已布局体育产业的国际影响力；第二，

“拿进来”，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欧美发达国家所积淀的先进体育理念及赛事运营模式，引进、打造国际体育项目。 

网络化。公司子公司浙江万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成熟的场馆管理理念与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打造了具有领

先地位的体育互联网服务平台——“运动世界”，承载着莱茵体育的网络平台打造的使命。 

证券化（金融化）。公司将积极通过资本市场力量、以金融化手段发展体育产业。 

（2）六大平台 

体育金融平台。公司目前已布局浙江省体育产业基金、体育彩票等领域，通过横琴基金布局并储备优质体育项目标的，

积极申办具备金融资质的体育产业交易中心。同时公司将积极探索体育融资租赁、体育保险等体育金融领域，致力于打造综

合性体育金融平台。 

体育赛事平台。针对已有的“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斯杯）”、“亚洲职业篮球联赛（ABA）”、“WBC世界拳王争

霸赛”以及“全国家庭健身挑战赛”等多项赛事资源，公司将不断对其进行优化提升；同时通过与浙江黄龙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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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设立浙江黄龙莱茵体育赛事运营策划有限公司并通过将赛事运营部门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政企联合的协同效

应，积极参与浙江省、杭州市及亚运会热身赛事等新赛事项目的运作；同时公司已切入电竞领域，发展电竞产业。 

体育地产平台。公司正积极推进智慧型场馆、体育小镇、莱茵体育全民健身中心和莱茵体育生活馆等体育地产项目的

布局。公司计划在5年时间内逐步建设落地1000家智慧场馆。 

体育网络平台。公司目前已布局了“运动世界”和“智慧场馆”两大平台。通过中国最大的O2O体育互联网平台——“运动

世界”，整合线下体育场馆资源，同时通过标准化作业流程改造旧厂房、搭建轻量化模块，快速建成自身的智慧场馆，为每

位健身爱好者打造离社区最近的社区健身中心。 

体育传媒平台。公司积极整合体育场馆资源打造线下广告平台，已与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传媒集团——中国体育报业总

社建立了全方位合作关系，并将积极推进中华网（CHINA.COM）平台的收购项目，未来公司将积极开拓体育新媒体领域，

打造全方位综合性体育传媒平台。 

体育教育平台。浙江省体育局与公司正共同筹建浙江省国际足球学校，未来将积极推进足球的义务制教育、素质教育

和职业教育。 

2、主营业务积极调整，组织架构深度优化 

（1）在大股东支持下，剥离非体育类业务 

为实现莱茵体育产业生态圈的顺利打造，公司在控股股东的全力支持下，顺利完成了6家地产子公司及部分非体育类

资产的剥离工作，使公司成为一家拥有充沛发展资金、优质商业物业、能源业务及六大体育业务平台的上市公司。公司将继

续坚持调整结构，去化库存，适时处置非体育类相关资产。 

（2）优化公司架构，打造年轻化的专业团队 

基于主营业务的调整及体育行业的发展阶段，公司进行了大量组织架构的调整完善工作，将逐步实现管理过度。目前，

总部设立了战略投资部、体育事业发展部等一级部门，在子公司层面亦建立了体育金融、体育地产、体育网络、体育赛事、

体育传媒、体育教育的管理团队。公司新任总经理刘晓亮、副总经理秦吉宏均为公司转型以来加入的专业体育人士，同时公

司涌现了一批80后、90后的新生力量，在各个一级部门、子公司层面担任管理或业务职能，成为执行董事会、经营班子决策

的中坚力量。 

（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赛事与传媒融合发展，开发赛事IP价值，构建具有丰富赛事资源的体育赛事平台 

体育赛事及活动是体育产业的核心，通过收购、自建与业务合作的方式，公司已布局专业性赛事、群众性赛事及活动

领域，目前拥有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斯杯）、WBC世界拳王争霸赛、电竞赛事、全国家庭健身挑战赛、京都飞镖

群英会等多项赛事及活动，同时积极主导或参与各项赛事及活动的开发、推广与管理，致力于构建拥有丰富赛事资源的体育

赛事平台。 

公司已与全国最大的综合性传媒集团——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达成深度合作关系，并积极推进中华网（CHINA.COM）平

台的收购项目，未来公司将开拓体育互联网新媒体领域，同时积极开拓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打造全方位综合性体育传媒平台，

构建莱茵体育媒介生态。 

结合已有并将持续积累优化的赛事资源、专业的体育赛事运营公司以及品牌建设团队，未来公司将积极利用体育传媒

平台对各项赛事及活动进行传播推广，促进内容呈现标准和制作水准的提升，提升赛事影响力、扩大赛事知名度，并为赛事

和举办城市创造更多价值，积极开发并提升赛事及活动的IP价值，促进赛事与传媒相生互动，共生共荣。 

      2、打造最贴近群众需求的体育地产平台 

体育地产是体育赛事活动开展及体育产业商业开发的重要载体。目前国内体育场馆普遍面临利用率不高、效益提升困

难的问题，体育赛事和健身运动是体育场馆的主营业务，但2014年中国居民在体育场馆健身的比例只有15.3%，主要有两个

原因造成：一、国内体育场馆的功能设计单一，难以满足除大型赛事之外的文艺演出、文化博览等多元功能需求，使得场馆

利用率难以提升；二、除少数如CBA等专业性赛事之外，缺乏其他群众性、参与度高的赛事及活动体系作为场馆内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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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多年的地产开发、建设、运营经验，报告期内新设子公司——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收购杭州飞

马健身有限公司，已拥有完备的场馆建设及运营管理的团队，同时通过增资中体联（北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以及与

中国建筑设计院联合研发“模块化可移动体育场馆设施技术”，将补足体育地产领域的规划设计及研发实力。公司正逐步完善

“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营”等体育地产各环节全方位的产业链经营能力。 

基于在体育地产领域已有及开拓的优势资源，公司将积极打造莱茵体育生活馆、莱茵体育全民健身中心，致力于为打

造城市“15分钟健身圈”贡献力量，提升场馆利用效率，满足群众的场馆设备需求、健身的功能需求以及竞技赛事观赏的娱乐

需求；公司将继续以“一地一城一品牌”为思路，结合各地体育特色优势以及群众性赛事活动内容，打造体育小镇；同时，结

合与中国建筑设计院联合研发的“模块化可移动体育场馆设施技术”等体育场馆新型建造模式与体育网络平台布局，公司将积

极推进智慧型场馆的推广布局。 

      3、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六大平台共筑体育服务体系 

用户是公司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和体验者，体育产业领域的用户包括各类运动健身人群、专业运动员、场馆管理者等，

能够持续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2016年公司将积极推动包含以下体育服务类项目的展

业。 

（1）体育网络平台——运动世界 

公司子公司——浙江万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体育产业资源与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开发与整合，通过体育互联网

商务平台——“运动世界”布局全国体育市场，开拓体育产业O2O联动新模式。“运动世界”以全国为蓝图，覆盖一二线城市体

育运动场馆（截止2016年3月31日，已签约场馆1700余家），提供运动场馆预定、运动社交、运动医学、在线课程、体育招

聘、赛事活动等功能服务，开展线上线下多维度活动，为用户提供完整的一站式服务体验。 

（2）电子竞技 

随着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向好、资本的涌入、技术的提升以及年青一代的喜爱，国内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迅速。随着英雄

联盟和DOTA 2两大电竞品类的崛起，全球电子竞技总奖金额度奖金增长迅速，从2010年至2014年间，增幅高达1083%，其

中DOTA2项目的冠军奖金超过温网冠军奖金，电竞赛事奖金额度的上升也从侧面反应了整体电竞市场的飞速发展。 

基于电子竞技行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已通过子公司——浙江莱茵达电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切入电竞领域，致力于

打造体育电竞泛娱乐节目内容以及国际性电竞体育赛事，深入拓展移动体育电竞，从而推动电竞行业多元化发展，目前正筹

备国内专业级别电竞演播厅，筹划电竞赛事以及研发移动体育电竞游戏。莱茵电竞公司以体育精神为核心，已建立起完善的

年轻化管理运营团队，并确定“电竞赛事、电竞自媒体、电竞手游”三大主要业务方向。其中，电竞赛事由赛事、电竞馆（竞

训中心）和网络平台三大维度构成，结合自媒体与手游，电竞团队已制定详细的经营规划，计划今年将举办两场大型电竞赛

事，其中一场将于7/8月举行。同时，结合公司已布局的彩票2元网，公司正在积极探索并拓展电子竞技赛事线上竞猜领域。 

（3）体育彩票 

伴随着体育赛事的多样化、竞猜型体彩类型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体育爱好者加入到体育彩票的消费群体当中。基于对

未来我国体育彩票发展趋势的看好，公司已通过旗下横琴基金公司以基金模式布局互联网彩票平台——彩票2元网。 

彩票2元网的拥有者及运营主体——浙江宾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大批电子商务行业和彩票行业人士组成的强大

运营管理团队及互联网技术团队，构建了安全稳定、高效便捷的交易环境，保证了大用户量访问、大数据量吞吐的快速和稳

定，提升了数据安全性，确保了网站能全天候持续运营。 

宾果科技的技术团队具备强大的系统研发及算法开发能力，将根据相关政策情况积极推进彩种研发，特别是竞技类赛

事彩种的研发创新，报相关机构审批通过后，对外进行发售。宾果科技技术团队开发的彩票2元网走势图表系统，彩种齐全，

用户体验良好，多年的良好运营，吸引了大量的忠实彩民用户，其将继续开发并优化彩票2元网的走势图标系统，为广大彩

票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彩票技术分析服务。 

宾果科技在互联网彩票行业深耕多年，基于已有的较大用户群体和良好的口碑，彩票2元网已积极在移动互联网彩票业

务上进行布局，将通过 PC端及移动端平台为彩民提供全方位的购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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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贯彻落实体育产业“416发展战略”，以“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证券化”为指导方针，通过扎实稳步推进

“体育金融、体育赛事、体育地产、体育网络、体育传媒、体育教育”六大平台建设，打造一个由若干企业集群组成的融合发

展的体育产业生态圈，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体育服务体系，实现“蓝天白云下让人们健康快乐地生活”的愿景。 

 

 
     4、充分挖掘上市公司资本平台优势，利用金融化方式推进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将积极通过资本市场力量发展公司业务，以金融化方式推进公司“416发展战略”的实现。通过外延式并购方式积极

开展国内外成熟优质体育项目标的的并购尤其是国际化并购，增加上市公司整体竞争力及经济效益；通过浙江体育产业基金、

横琴莱茵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充分发挥政府、专业投资机构以及上市公司各自优势，积极挖掘并投资于体育产业及其衍

生行业的相关企业，建立种子项目库，为公司储备优质行业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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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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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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销售 1,123,718,916.44 244,720,513.36 21.78% -62.51% -58.64% 10.34% 

贸易销售 556,599,740.37 4,312,670.54 0.77% -9.47% -129.73% -132.84% 

能源销售 800,192,160.07 14,534,524.42 1.82% 931.98% 456.29% -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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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一报告期构成发生较大变动，主要是公司转型，发展一体两翼战略，房产销售基本为尾盘项

目，且部分房产项目已转让，所以本期营业收入中房产销售收入大幅度下降，能源收入大幅上升。 

（2）营业成本构成变动同上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构成也发生较大变动，房产销售净利减少，原因同上；另枫凯公司计提大额存货

减值、枫郡公司转让，计提商誉减值、公司转型清理部分划账，这些均对净利润构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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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重要会计政策 

本报告期，公司由于新增体育经营、游戏经营业务，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结合公司上述业务经营模式制定并补

充相应的收入确认具体方法及无形资产初始确认与后续计量等相关的会计政策，具体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附注三、重要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12.存货、16.固定资产、19.无形资产、27.收入”所述。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因新增体育经营业务而新增健身房设备、体育场馆等体育类资产，本报告期期末，公司对体育类资产的使用

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分析，因健身房运动器械等设备规模大小不一，损耗程度不同，故采用5-10年的折旧年限。

体育场馆由于经常举办大型赛事，观众多，损耗大，且经常会变更用途，因此采用原会计估计最低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20

年进行资产的后续计量，具体详见“本附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16.固定资产所述。 

上述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变更，开始适用时点为2015年1月1日，无受影响的会计报表科目，影响金额为零。 

除上述变更外，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重大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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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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子公司增加情况： 

①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洛克能源于2015年6月投资设立杭州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洛克能源占

有其注册资本的51.00%。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集团投资设立4家子公司：于2015年2月投资设立南京莱茵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新能源集团占其注册资本100.00%；于2015年2月增资控股湖州宏业燃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新能源集团占其注册

资本75.00%；于2015年6月投资设立上海浙莱能源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新能源集团占其注册资本80.00%，莱茵

达投资占其注册资本20.00%；于2015年9月24日投资设立长兴莱茵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新能源集团占其

注册资本100.00%。本报告期将上述四家企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 本公司为积极落实公司董事会提出“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把握当前体育产业深化改革、蓬勃发展的机遇，并迅速切入

体育产业行业链，本报告期，公司投资设立6家子公司：于2015年5月投资设立莱茵国际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100.00%；于2015年4月投资设立莱茵达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美元950万元，本公司

占其注册资本100.00%；于2015年10月投资设立黄山莱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

100.00%；于2015年12月投资设立浙江莱茵达电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90.00%；于

2015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设立莱茵达（澳门）文化体育赛事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澳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

本7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横琴基金占其注册资本30%；于2015年11月投资设立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100.00%。本报告期将上述六家企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③ 本公司为进一步落实董事会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并承担起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历史责任，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投资设立

横琴莱茵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100.00%。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上述被投资单位的公司章程，公司拥有对上述被投资单位的权力，能通过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并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单位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故本报告期将上述被投资单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期子公司减少情况： 

① 注销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新能源业务，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洛克能源注销1家其控股子公司：于2015年6月将杭州洛优能源有

限公司予以注销，注册资本100万元，洛克能源占其51.00%。 

公司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一体两翼战略所提出的体育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本报告期，公司注销2家全资子公司：于2015

年11月将杭州蓝郡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予以注销，注册资本50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100.00%；于2015年12月将沈阳莱

茵达商业有限公司予以注销，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100.00%。 

② 转让 

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一体两翼战略所提出的体育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本报告期，公司将房地产业务部分资产转让给控股

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达智慧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地产”）。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上海勤飞向智慧地产出售部分项目公司股权分别为：杭州枫郡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杭州莱茵达枫凯置业100%股权、南

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及资产结构，本公司于2015

年8月31日将其持有的蓝盛物业100%股权转让给上海扬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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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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