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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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慈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源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明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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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74,763,597.85 2,276,109,018.65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74,102,207.62 933,236,725.42 4.3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7,549,996.90 25.49% 850,213,495.92 2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699,893.73 72.61% 34,217,985.46 7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150,329.22 74.91% 23,854,819.93 48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015,240.57 -2.33% 70,946,959.27 27.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1 73.68% 0.0401 73.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1 73.68% 0.0401 7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0.79% 3.61% 1.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671,530.71 

主要系子公司湖南悦心医疗健

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处置资产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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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5,528.55 

主要系上海闵行区浦江镇政府

给予企业的扶持资金 284 万元，

江西丰城市政府给予企业的扶

持资金及奖励 323.77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2,554,403.59 系公司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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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8,340,700.00 

系公司出租物业后续计量评估

增值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8,623.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07,151.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161.31  

合计 10,363,16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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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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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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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IC 

INDUSTRIAL 

INC.（斯米克工

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83% 399,795,802    

DIGITAL 

PACIFIC INC.

（太平洋数码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2% 61,607,356    

上海杜行工业投

资发展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21,161,240    

彭洁芳 境内自然人 1.20% 10,259,386    

王林 境内自然人 0.35% 2,946,496    

傅永江 境内自然人 0.34% 2,879,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2% 1,85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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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华 境内自然人 0.19% 1,650,900    

冯英初 境内自然人 0.17% 1,482,100    

刘双成 境内自然人 0.16% 1,34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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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IC INDUSTRIAL INC.（斯米克

工业有限公司） 
399,795,802 人民币普通股 399,795,802 

DIGITAL PACIFIC INC.（太平洋数

码有限公司） 
61,607,356 人民币普通股 61,607,356 

上海杜行工业投资发展公司 21,161,240 人民币普通股 21,161,240 

彭洁芳 10,259,386 人民币普通股 10,259,386 

王林 2,946,496 人民币普通股 2,946,496 

傅永江 2,87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9,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59,78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780 

徐庆华 1,6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900 

冯英初 1,48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100 

刘双成 1,348,330 人民币普通股 1,348,3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李慈雄先生控制，属于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第 4 大股东彭洁芳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10,259,386 股；第 5 大股东王林通过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29,900 股；第 9 大股东冯英初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482,100。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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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651,090.45  15,651,090.45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4,993,325.75 -24,993,325.75 -100.00% 

应收票据 - 10,598,477.21 -10,598,477.21 -100.00% 

应收账款 171,233,160.02 116,317,156.97 54,916,003.05 47.21% 

预付款项 17,348,886.13 11,914,934.27 5,433,951.86 45.61% 

其他应收款 30,338,589.83 13,018,313.36 17,320,276.47 133.0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281,168.14 -4,281,168.14 -100.00% 

在建工程 28,642,394.27 44,822,256.52 -16,179,862.25 -36.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092,188.29 8,314,794.78 5,777,393.51 69.48% 

应付票据 26,480,000.00 4,600,000.00 21,880,000.00 475.65% 

应付职工薪酬 14,462,749.57 21,006,176.80 -6,543,427.23 -31.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666,725.00 47,044,734.02 -30,378,009.02 -64.57% 

长期应付款 - 11,866,852.85 -11,866,852.85 -100.00% 

库存股 - 8,875,000.00 -8,875,000.00 -100.00% 

变动原因分析： 

1、交易性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主要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在上年末列报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项目，本报告期变更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2、应收票据：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均已背书转让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 

3、应收账款：主要系瓷砖销售增长相应应收账款比上年末增加。 

4、预付款项：主要系预付采购款及预付展厅租金比上年末增加。 

5、其他应收款：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闵瑞路养老项目履约保证金及处置湖南悦心健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备的应收款

项。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系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于本年出售。 

7、在建工程：主要系子公司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房和设备，以及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购入医疗设备，于本

年达到可使用状态经验收转入固定资产。 

8、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系销售子公司认列应收账款备抵坏账的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 

9、应付票据：主要系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较上年末增加。 

10、应付职工薪酬：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终奖金于本年支付。 

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应付款：主要系本年归还融资租赁款。 

12、库存股：系本年终止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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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1）2019年7-9月与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7-9月 2018年7-9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管理费用 23,706,593.01 16,161,105.11 7,545,487.90 46.69% 

利息收入 256,245.12 1,092,009.34 -835,764.22 -76.53% 

其他收益 1,279,730.98 746,696.92 533,034.06 71.39% 

投资收益 1,887,896.42 357,219.49 1,530,676.93 428.5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96,882.17 - -896,882.17 - 

资产处置收益 -161,938.41 - -161,938.41 - 

营业外收入 14,303.51 159,281.81 -144,978.30 -91.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699,893.73 11,412,680.79 8,287,212.94 72.61% 

 

（2）2019年1-9月与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管理费用 62,976,209.09 46,128,363.33 16,847,845.76 36.52% 

利息收入 706,925.75 2,421,056.23 -1,714,130.48 -70.80% 

其他收益 8,185,528.55 12,180,724.53 -3,995,195.98 -32.80% 

投资收益 5,808,314.36 1,880,298.80 3,928,015.56 208.90% 

信用减值损失 -5,906,419.94 - -5,906,419.94 - 

资产减值损失 -7,710,636.77 -17,983,284.32 10,272,647.55 -57.12% 

资产处置收益 -3,745,776.62 - -3,745,776.62 - 

营业外收入 347,517.97 223,644.16 123,873.81 55.39% 

营业外支出 1,610,727.42 3,179,175.27 -1,568,447.85 -49.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217,985.46 19,772,378.54 14,445,606.92 73.06% 

变动原因分析： 

1、管理费用：主要系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两地门诊部的租金及营运费用同比增加。全椒同仁医院是公司

于2018年11月并购纳入合并报表的70%子公司，上海、广州两地门诊部是分别于2018 年三和四季度开始正式运营。 

2、利息收入：主要系上年同期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列报于利息收入项目，本年变更列报为“投资收益”项目。 

3、其他收益：本报告期同比增加主要系收到浦江镇政府给予企业的财政扶持款，上年同期无。1-9月同比减少主要系本年收

到江陵县政府给予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财政扶持款减少。 

4、投资收益：主要系公司参股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增加；另外，上年同期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列报于利

息收入项目，本年变更列报为“投资收益”项目。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原因主要系上年投资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于本年赎回，所实现的收益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转

列到投资收益项目。 

6、信用减值损失：增加原因系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损失于上年列报为资产减值损失，本年变更列报为信用减值损失。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7、资产减值损失：减少原因主要系本年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中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损失，变更列报为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8、资产处置收益：主要系本年发生的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9、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收入同比减少主要系上年应付款项获得供应商折让豁免支付，本期无。1-9月同比增加主要系本年

应付款项获得供应商折让豁免支付同比增加。 

10、营业外支出：减少原因主要系上年生产基地搬迁荆州产生支出，本期无。 

1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瓷砖业务营业收入增长以及2018年10月并购全椒同仁医院增加合并营业收

入，相应增加营业毛利，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2,941.89 -59,650,198.16 50,807,256.27 85.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88,271.39 -29,364,102.97 -120,524,168.42 -410.45% 

变动原因分析：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1）本报告期利用闲置资金申购和赎回理财产品现金净流入1,190万元，

去年同期无；（2）收到转让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款500万元，去年同期无；（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3,324万元。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销售额增加经营现金流同比增加以及加强对资金的管控，银行借款

净额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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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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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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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72,547,972.62 -896,882.17 0.00 341,000,000.00 397,000,000.00 741,520.22 15,651,090.45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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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2,547,972.62 -896,882.17 0.00 341,000,000.00 397,000,000.00 741,520.22 15,651,090.45 -- 

注：以上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主要为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和净值型理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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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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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650 12,650 0 

合计 12,650 12,6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2019 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相关链接：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

l?stockcode=002162&orgId=9900003445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慈雄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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