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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2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公告编号：2018-060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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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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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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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绿景控股 股票代码 0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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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 胡文君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 号天誉花园二

期 501 房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 号天誉花园二

期 501 房 

电话 020-85219303（转）85219563（直线） 020-85219303（转） 85219691（直线） 

电子信箱 ljkgdm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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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390.90 8,615,395.75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72,510.93 -39,047,665.53 3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472,752.18 -39,243,333.12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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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55,721.15 -102,564,551.49 81.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1 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1 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7% -20.26% -0.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7,675,430.18 518,080,313.75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757,044.26 129,029,555.19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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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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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5% 41,864,466 0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庞增添益

3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4.90% 9,058,631 0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9,020,377 0   

徐伟 境内自然人 4.67% 8,635,726 0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聚惠 1 号私募

基金 

其他 2.66% 4,925,319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大地 48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53% 2,834,305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价值回报 7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2% 2,257,500 0   

潘光明 境内自然人 0.98% 1,806,763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盛锦 26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89% 1,653,068 0   

深圳市瑞华丰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1,470,000 1,4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未披露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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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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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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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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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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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日常经营工作正常展开。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9.7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21%；实现营业利润-2513.23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亏35.7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427.2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37.84%，相比去年同期，公司

通过压缩管理费用，降低财务费用等措施实现了减亏。本报告期亏损的原因是：（1）公司仍处在转型过程中，

医疗项目在持续投入；（2）公司房地产存货中的住宅已经基本销售完毕，仅剩余车位及少量商铺，公司目前无

土地储备，亦无正在开发及待开房地产项目。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的工作重点是清理库存，但销售情况不理

想。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并推进了重大资产出售工作。具体如下： 

2018年1月8目，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为实现公司体内对公司资金、盈利有较大压力的早期医疗项目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将实现剥离，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公司经营压力；同时，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为上市公司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报告期内，公司启

动了重大资产出售工作。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方案为：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一”），北京明安100%股权在本次交易的对价为8,080万元、明

安康和100%股权在本次交易的对价为440万元；拟将广州明安持有的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出售

给广州市誉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二”），南宁明安70%股权在本次交易的对价为

19,923万元。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一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二不互为前提，任何一项交易无法付诸实施（包括

但不限于未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影响另一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售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8月27

日经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以持续执行公司优化后的发展战略为重点，积极寻找、培育或收购

可以给公司带来稳定现金流、成长性高的、较为成熟的优质医疗资产，并探索其他业务领域发展机会，提高公

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提升股东回报。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匹配公司经营现状及发展目标的医疗服务

项目的探索力度，调动各方资源，整合已有管理经验、人力储备，发力外延式并购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以期

在市场、技术和产品等方面实现突破。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在发展战略、技术、业务等方

面加强业务整合和协同，构建并完善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管理流程，切实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对于物业服务、车位和少量商品房销售业务，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物业服务力度，提升物业服务

水平，加大存货销售的促销力度，导入更科学的管理和激励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和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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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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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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北童医药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经涿州市行政审批局准予简易注销登记。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小兵 

                                                                  二O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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