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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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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17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览海投资 600896 中海海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清 陈建军 

电话 021-50292908 021-5029292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1号

20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1号20

层 

电子信箱 changqing@lanhaimedical.com chenjianjun@lanhaimedical.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457,349,756.32 4,367,037,077.19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89,465,416.06 2,416,560,034.33 -9.4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0,378,519.85 77,599,641.67 -319.56 

营业收入 22,313,369.70 374,312,282.29 -9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7,091,533.36 -714,546,534.9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8,437,810.66 -727,526,279.3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75 -34.8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9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98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21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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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览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3.59 291,970,802 291,970,802 质押 291,970,602 

上海览海上寿医疗产业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9.44 82,000,000 0 质押 82,000,000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国有

法人 

8.59 77,802,500 0 未知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 1 

其他 2.32 20,170,319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0.78 6,800,000 0 未知   



金 

王海荣 境内

自然

人 

0.74 6,450,000 0 未知   

刘建军 境内

自然

人 

0.66 5,720,000 0 未知   

胡冰 境内

自然

人 

0.60 5,220,000 0 未知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44 3,800,000 0 未知   

黄荣 境内

自然

人 

0.42 3,643,20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览海投资有限公司是览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览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上海览海上寿医疗产业有限公

司股东；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览海上寿医疗产

业有限公司股东，因此上海览海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览海上

寿医疗产业有限公司和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

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造成人民群众对高水平医疗服务需求



日益强烈。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

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优先满足群

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而且，随着民营资本准入政策的放开，最近几年，医疗投融资在资本市场

里的热度一直“高烧”不退，伴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社会办医蔚然成风，资本介入为民营医

疗起飞构筑新的起点和动力。 

2017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又印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在

原先社会办医政策利好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放宽市场准入，简化、优化审批服务，

促进投资与合作，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人力资源保障，落实完善保险支持政策，加强财税和

投融资支持，合理加强用地保障。 

公司在报告期内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各板块进展情况如下： 

1. 医疗服务板块 

1) 上海览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试桩，预计 2018 年 1 季度正式施工。 

2) 上海和风置业有限公司目前正在与外方进行前期沟通安排，预计 2018 年正式动工。 

3) 上海览海门诊部有限公司预计 2017 年年底前试营业，将为陆家嘴地区的高端人士提供医

疗保障，也为公司在高端人群中打响知名度。 

4) 上海览海西南骨科医院目前正在前置审批阶段，由于目前中国的康复病人以骨伤科为主，

骨科医院的加入将为公司的康复医院导入相关病人，两者可以起到协同作用。 

2. 融资租赁板块 

融租租赁公司 2017 年紧密围绕“新里程、新思维、新突破”的主线，坚持 “高效益、低成本、

可持续、无风险”的原则，努力打造细分行业领先的融资租赁公司。2017 年上半年度，虽然融资

租赁公司实现的效益低于预期，但公司严格控制了风险，保证了公司的健康运营。 

3. 览海在线 

由于公司处于战略转型期，根据发展规划和经营需要，上半年公司将览海在线迁回上海本部。

目前正在筹划全新的“览海在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经营范围及主业均发生变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 号），为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览海投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2017-010。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仅针对新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