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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梁桂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文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游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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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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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3,070,277.05 500,941,401.53 -2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56,441.88 54,708,409.34 -4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673,078.72 51,687,206.78 -5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513,142.56 -170,143,054.68 2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2.4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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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580,962.62 4,196,188,453.94 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62,851,205.41 2,320,697,195.82 1.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80,527.4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9,567.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148.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1,712.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5,167.52  

合计 4,483,363.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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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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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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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桂秋 境内自然人 39.58% 279,397,980 225,026,903 质押 173,788,528

梁桂添 境内自然人 8.23% 58,093,225 43,569,919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玄元

六度元宝 7 号私募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 22,197,558 0  

梁桂忠 境内自然人 1.81% 12,767,205 0  

#凯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德清嘉洛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9,322,97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0% 7,775,484 0  

黄宁 境内自然人 0.57% 3,990,568 2,992,926  

蒋杏英 境内自然人 0.41% 2,887,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2,689,655  

华融证券－工行－

华融分级固利 8 号

限额特定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2,21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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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梁桂秋 54,371,077 人民币普通股 5,437,107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

元六度元宝 7 号私募投资基金 
22,197,558 人民币普通股 22,197,558

梁桂添 14,523,306 人民币普通股 14,523,306

梁桂忠 12,767,205 人民币普通股 12,767,205

#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清嘉洛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322,974 人民币普通股 9,322,97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5,484 人民币普通股 7,775,484

蒋杏英 2,8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7,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89,655 人民币普通股 2,689,655

华融证券－工行－华融分级固利 8

号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2,219,756 人民币普通股 2,219,756

华融证券－工商银行－华融分级固

利 2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19,756 人民币普通股 2,219,7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梁桂秋、梁桂添、梁桂忠为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1）梁桂秋先生因个人资金安排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高管锁定股股份

44,550,000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6.31%）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押给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手续已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办理完毕，该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初始

交易日为 2016 年 12 月 19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8 年 12 月 14 日。由于公司 2016 年权益分

派方案的实施，上述质押股份由 44,550,000 股变更为 58,513,528 股。 

2018 年度，梁桂秋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99,275,000 股分四次先后补充质押给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梁桂秋先生将上述累计质押的 157,788,528 股的购回交易日

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14 日。 

（2）梁桂秋先生因个人资金安排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高管锁定股股份3,900,000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55%）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手续已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办理完毕，该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7

年 3 月 8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9 年 3 月 7 日。由于公司 2016 年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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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股份由 3,900,000 股变更为 5,854,355 股。2017 年 12 月 6 日，梁桂秋先生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 700,000 股补充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9 年 3

月 7 日，梁桂秋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9,445,645 股分四次先后补充质押给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梁桂秋先生将上述累计质押的 16,000,000 股的购回交易日延期至

2020 年 3 月 7 日。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梁桂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79,397,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58%，其中高管锁定股 212,235,113 股，首发后限售股 12,791,790 股，无限售流通股

54,371,077 股。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73,788,528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62.2011%，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24.6188%，除此之外不存在股份冻结等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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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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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两期变动金额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08,347,817.58 110.44% 主要系本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预付款项   59,069,018.30 318.87%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工程款分包款及工业园建设资金支出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0,015,940.75 52.10%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保本产品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57,460,000.00 161.27% 主要系本期项目贷款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16,372,499.78 上期无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入利息调整项目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374,932.07 -335.77%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   -3,851,027.30 -56.07% 主要系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减少相应税金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5,761,256.47 -36.04% 主要系本期研发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995,043.00 -154.09% 主要系本期贷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883,819.82 -123.78% 主要系本期增加的应收帐款减少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1,849,073.02 54.2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0,599.54 -34.10%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2,560.89 168.31%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9,395,850.63 -61.3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导致所得税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32,427,060.01 -43.9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利润相应减少所致 

净利润  -23,184,369.81 -39.4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利润相应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51,967.46 -44.8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利润相应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367,597.65 33.08%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737,594.18 -246.45%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41,415.23 -63.80% 主要系本期工业园建设资金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1,395,342.35 1632.83% 主要系本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03,703.04 57.02%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7,787,542.28 274.17% 主要系本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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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在手订单 

序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实施地 合同签署

日期 

交易对方 合同价（万元）

最终以审计后

的结算价为准 

合同工

期 

项目进度（截止至2019

年3月31日）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医院整体项

目融资建设合同》 

黑龙江省双鸭山 2013 年 12

月21日 

双鸭山市人民

医院 

20,000.00 12个月 已竣工验收，审计结算

中。 

2 《陕西省渭南市第二医院住院综合楼

建设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渭南市 2015年6月

3日 

陕西省渭南市

第二医院 

30,000.00 24个月 完工审计阶段。 

3 《陕西省丹凤县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

目融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丹凤县 2016年2月

22日 

丹凤县中医医

院 

36,000.00 36个月 二次结构施工中。 

4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医院病房综合楼

新建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宁陵县人民医院 2016年5月

6日 

宁陵县人民医

院 

15,000.00 24个月 主体及水电预埋施工

中。 

5 《河南省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

融资建设合同》 

宁陵县妇幼保健

院 

2016年5月

6日 

宁陵县妇幼保

健院 

10,000.00 24个月 完工审计阶段。 

6 《陕西省澄城县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

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澄城县 2016 年 12

月16日 

陕西省澄城县

医院 

60,000.00 36个月 安装及消防工程施工

中。 

7 《安龙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后续

装饰、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融资合同》 

贵州省黔西南州

安龙县 

2017年1月安龙县人民医

院 

10,500.00 6个月 医用工程办理竣工验收

中，市政工程施工中。

8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中医院整体迁

建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渭南市临

渭区 

 临渭区中医院 39,000.00 24个月 结算审计阶段。 

9 《独山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建

设合同》 

贵州省黔南州独

山县 

2017年7月

25日 

独山县中医院 20,000.00 36个月 水电安装工程施工中。

10 《独山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

建设合同》 

贵州省黔南州独

山县 

2017年7月

25日 

独山县人民医

院 

50,000.00 36个月 基础施工中。 

11 《秦皇岛市第二医院投资迁建合作协

议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 2015年5月秦皇岛市第二

医院 

90,000.00 36个月 主体建设阶段。 

12 《获嘉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获嘉县

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河南省新乡市获

嘉县 

2017年5月

30日 

获嘉县中医院 13,300.00 620天 结算中。 

13 《鹤山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勘

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广东省鹤山市 2017年6月

16日 

鹤山市人民医

院 

37,611.19 920天 主体施工、安装及消防

工程施工中。 

14 《南丰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

建设合同》 

江西省抚州市南

丰县 

 南丰县人民医

院 

40,000.00 24个月 主体施工中。 

15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 住院

楼建设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四川省巴中市江

北大 道241号 

2012 年 7 

月13日 

巴中市巴州区

人民医院 

21,800.00 1037天 尚未开工。 

16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南院

建设 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一期）》 

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卜奎大街东

侧、红鹤路南侧，

长江路北侧，松花

2012年7月

31日 

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第一医

院 

90,000.00 862天 正在办理项目开工等施

工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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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环路西侧 

17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医院扩建

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内蒙古自治区阿

荣旗建华街9号 

2012年7月

31日 

内蒙古自治区

阿荣旗人民医

院 

14,000.00 793天 尚未开工。 

18 《山东省曹县人民医院新区三期 建设

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山东曹县青河路

东邻 与富民大道

南邻的交 叉路口

2013 年 4 

月23日 

山东省曹县人

民医院 

50,000.00 30个 月 尚未开工。 

备注：2012 年 7 月 13 日签署的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楼建设项目、2012 年

7月 31 日签署的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医院扩建项目以及 2013 年 4月 23 日签署的山东曹

县人民医院新区三期建设项目未开工原因系因项目单位资金未落实到位，公司没有收到开工

通知，项目不具备开工条件，公司为此一直与项目单位协商具体开工时间，下一步公司将于

项目单位确认项目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相关进度情况公司将及时披露。 

（二）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报核准事宜公司已于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详 情 请 见 公 司 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 在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1 月 13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8]1843 号文《关

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最终发行 75,000 万元，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75,000 万元。 

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75,0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

含税金额)14,150,943.40 元，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2,502,830.2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733,346,226.40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大华验字[2019]000067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4,684.30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部分自筹资金。报告期内，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深圳市尚荣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9]001121号，公

司已于2019年3月完成募集资金的置换工作。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2019年2

月14日、2019年2月15日、2019年2月18日、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2日以及2019年3月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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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相关公告。 

（三）合作框架协议书 

1、陕西省眉县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就有关“眉县中医院整体迁建建设项目合作

事宜”与尚荣医疗签署了《陕西省眉县中医医院整体迁建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该

项目投资概算约为人民币 2.5 亿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3 日披露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项目

合作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014 号）。 

2、贵州省印江自治县人民政府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就有关“印江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

目合作事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本着“平等、自愿、公正”和双赢互惠的原则，

进行了友好认真的洽谈，并签署了《印江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万元整（￥450,000,000.00 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

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7）。 

3、绥阳县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就有关“绥阳县人民医院新城院区建设项目合作

事宜”与公司签署了《绥阳县人民医院新城院区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该总投资约为人民

币肆亿伍仟万元整（￥450,000,000.00 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披露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与绥阳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5）。 

4、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政府就有关“河南省夏邑县中医院及红十字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合作

事宜”与公司签署了《河南省夏邑县中医院及红十字医院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该项目总投

资约为人民币陆亿元整（￥600,000,000.00 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

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夏邑县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0）。 

5、针对嘉祥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嘉祥县人民政府与公司本着“平等、自愿、公

正”和双赢互惠的原则，进行了友好认真的洽谈，并签署了《嘉祥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

目 PPP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公司与嘉祥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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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第 1 至第 5 项目由于合作协议书规定的合作期限到期，项目合同

不再继续履行。 

6、为促进兰州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兰州新区医疗卫生事业“十三五”规

划的实施，依据国务院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经过友好协商，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司签署了《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

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20-25 亿元。具体详情请查阅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3），兰州新区中医医院于2016年 8月31日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公告“兰州新 区

中医医院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公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程 总承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东尚荣”）为此项目的第 1名中标候选人；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兰州新区医养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兰州

新区中医院建设项目融资建设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9 月 2 日和 2016 年

12 月 17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预中标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6-081 号）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兰州新区中医院建设

项目融资建设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1 号）。 

截至本报告期末，鉴于该区域规划发生重大调整，公司与交易对方洽谈处于停顿状态。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为促进商丘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商丘市医疗卫生事业“十三五”规划的

实施，依据国务院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经过友好协商，商丘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署了《商丘市人民政府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30 亿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9）。 

截至本报告期末，鉴于该区域规划发生重大调整，公司与交易对方洽谈处于停顿状态。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项目进展情况 

1、按照国家、省、市医改工作总体要求，为推动秦皇岛市医疗健康产业发展，采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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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导、市场运作、混合所有、专业经营”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河北省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管委会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与尚荣医疗之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管

委会与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秦皇岛市第二医院投资迁建合作协议书》；2016 年 1

月 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尚荣投资与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北戴河新区

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出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管理有限公司并投

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之投资协议》，尚荣投资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8017.85 万元、秦皇岛

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实物及技术出资 12982.15 万元、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共同投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投

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尚荣投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66.698%，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和 2016 年 1 月 14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3）、《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合作方出

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3）。 

截至本报告期末，秦皇岛市广济医院已处于主体施工中。 

2、按照 国家及安徽省委省政府有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文件精神，大力促进金

寨县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混合所有、专业经营”模式，引

进社会资本参与县级公立医院改革，金寨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签署了《金寨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

疗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约定了双方的资金投入等相关事项。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0）。 

截至本报告期末，金寨县人民医院新医院主体施工中。 

3、按照贵州省公立医院改革要求，为推动独山县公立医院改革，采取“政府主导、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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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混合所有、专业经营”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政

府于 2015 年 2 月 2 日与尚荣医疗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黔南州

独山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独山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迁建合作协议

书》；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收到招标单位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BJJF-2016-169）。通知确定公司在独山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迁建项目 PPP【建设、拥有、

运营 BOO）】模式合作伙伴招标项目（招标编号：BJJF-2016-169），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 9 时

30 分开标，经评审委员会评定，确定公司为中标单位，项目具体情况最终以签署的合同为准；

2016 年 9 月 8 日，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政府与尚荣医疗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了《独山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对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

院及独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合作投资建设和经营之合同书》，合同约定了出资方式等相关事

项，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3 日、2016 年 3 月 31 日、2016 年 9 月 9 日披露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8）、《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7）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独山县人民政府合作投

资建设及运营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县中医院）和独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

县人民医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85）。 

截至本报告期末，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县中医院）正处于水电安装工程施工

中；独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县人民医院）处于基础施工阶段。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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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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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 

梁桂秋 

201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