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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7-031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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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859,482,6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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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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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体育运营、房地产销售及租赁、能源及贸易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指标，积极贯彻落实体育产业“416战略”，以“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证券

化”为指导方针，在“体育赛事、体育传媒、体育金融、体育网络、体育地产、体育教育”六大平台布局基础上，进一步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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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发展“两大核心体系”——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优质IP运营体系，通过投资、并购重组、自建、合作等多种方式重点

足球、篮球、冰雪三大IP布局及产业链打造，致力于通过拿地自建、租赁改造、PPP等多种模式推进建设包含六大层级场馆

体系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及户外体育服务体系，积极打造莱茵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在“两大核心体系”的带动融合

下，体育产业生态圈逐步形成。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推进并已基本完成住宅类地产资产去化工作，同时加大持有性物业的商业开发力度，受益于报告期

内房地产市场回暖，地产板块业务的营收与利润取得了一定增长；公司旗下能源公司已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报告期内能源

板块贸易额与利润实现了稳步增长；同时，在地产销售及租赁业务的回笼资金及2015年底剥离的部分地产业务回流资金支持

下，体育产业的投资布局尤其是体育赛事及体育地产、体育金融业务的开发运营模式渐趋成熟，为后续体育产业高效布局及

创造持续盈利夯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布局运营10家场馆，其中包括大型综合馆1家（莱茵场馆北京

大兴店——昆仑决世界搏击中心），Land Club健身俱乐部9家（黄龙店、文三店、西湖店、新昌店、盛元店、江南店、福缘

店、润缘店、郡缘店）。 

全资子公司黄山莱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之体育小镇项目——中国·黄山“国际户外运动基地”获得国开行专项发展基

金6,000万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基地建设，目前黄山莱茵体育正积极推进基地建设运营方案设计及修建性详规编制工作，经黄

山市政府审批通过后，将尽快启动基地一期开工建设，并逐步推进户外运动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运营已有赛事IP并获取优质IP，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洲职业篮球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奥体中心体

育馆举办“2016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全资子公司莱茵国际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举办及合作举办了莱茵体育·第五

届京都飞镖群英会、中国成都·彭州龙门山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全国家庭健身挑战赛（郑州、银川、长春、大连）、

银川市西夏市民运动会、西夏国际户外运动季等全民健身活动；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获得国际A

类赛事——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CCT的赛事视频版权中国区独家代理权、亚洲地区赛事视频版权分销权。 

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一大支柱性产业，其产值超越了很多传统类行业，相比之下，我国体育

行业还是一个新兴产业。但是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下，加之资本青睐，体育产业已经快速发展。 

未来，公司将坚持体育产业“416”发展战略、“两大核心体系”即“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优质IP运营体系”

建设，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力推改革，狠抓落实，确保公司行业兴起之际抓住历史性机遇，实现社会价值、股东价值最

大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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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800,255,086.51 2,528,139,940.19 50.32% 3,717,361,0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92,167.18 -358,385,593.52 107.03% 43,001,62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32,238.99 -358,855,667.92 103.97% 15,697,70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516,147.82 -48,488,234.62 701.21% -119,903,59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42 106.82%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42 106.82%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24.43% 26.38% 3.7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2,544,892,439.96 2,830,740,115.15 -10.10% 4,678,030,32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8,094,961.05 1,279,984,048.87 1.41% 1,646,099,6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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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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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911,162.40 762,361,313.86 573,243,216.31 1,927,739,39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2,260.12 6,499,645.86 -2,100,543.90 4,210,80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34,025.67 3,168,441.31 -2,561,792.11 -2,708,43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567,294.17 55,615,089.08 14,496,735.03 114,837,0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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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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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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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946,787 94,382,022 质押 314,650,000 

高靖娜 境内自然人 6.16% 52,920,000    

财通证券资管－南

京银行－财通证券

资管莱茵体育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55% 39,08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七组合 
其他 0.79% 6,803,00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媒

体互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6,592,72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51% 4,399,901    

刘玮巍 境内自然人 0.34% 2,939,3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移

动互联网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2,685,973    

蔡迪敏 境内自然人 0.29% 2,483,147    

须佳雯 境内自然人 0.29% 2,474,9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高靖娜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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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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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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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刘玮巍”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939,300 股；股东“须佳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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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4,91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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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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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00,255,086.5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192,167.18 元，实现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98,094,961.05 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1.41%。 

报告期内，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指标，抓落实，促转型，在公司体育产业“416 战略”的引领下，以“市场化、

国际化、网络化、证券化”为指导方针，在“体育赛事、体育传媒、体育金融、体育网络、体育地产、体育教育”六大平台布

局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发展“两大核心体系”——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优质 IP 运营体系，致力于通过并购重组、自建、

合作等多种方式重点足球、篮球、冰雪三大 IP 布局及产业链打造，同时通过拿地自建、租赁改造、PPP 等多种模式推进建

设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体育服务体系）及包含六大层级场馆体系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积极打造莱茵社会体育公共服务

体系，在“两大核心体系”的带动融合下，体育产业生态圈逐步形成。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推进并已基本完成住宅类地产资产去化工作，同时加大持有性物业的商业开发力度，受益于报告期

内房地产市场回暖，地产板块业务的营收与利润取得了一定增长；公司旗下能源公司已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报告期内能源

板块贸易额与利润实现了稳步增长；同时，在地产销售及租赁业务的回笼资金及 2015 年底剥离的部分地产业务回流资金支

持下，体育产业的投资布局尤其是体育赛事及体育地产、体育金融业务的开发运营模式渐趋成熟，为后续体育产业高效布局

及创造持续盈利夯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场馆公司”）聚焦体育综合馆、单项球馆和健

身房领域，立足杭州，聚焦经济发达、体育氛围浓厚的一二线城市，在北京、绍兴等地率先落地，总计勘察场馆 36 家，其

中球馆 13 家，健身馆 23 家；布局运营 10 家场馆，其中包括大型综合馆 1 家（莱茵场馆北京大兴店——昆仑决世界搏击中

心），Lander Club 健身俱乐部 9 家（黄龙店、文三店、西湖店、新昌店、盛元店、江南店、福缘店、润缘店、郡缘店）；截

止目前拟签约的各类场馆及健身俱乐部 10 余家。 

全资子公司黄山莱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莱茵体育”）之体育小镇项目——中国·黄山“国际户外运动基地”

推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获得国开行专项发展基金 6,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基地建设，目前黄山莱茵体育正积极推进

基地建设运营方案设计及修建性详规编制工作，经黄山市政府审批通过后，将尽快启动基地一期开工建设，并逐步推进户外

运动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着重推进围绕全民健身展开的优质赛事 IP 运营工作，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洲职业篮球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2016 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全资子公司莱茵国际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举办及合作举办

了莱茵体育·第五届京都飞镖群英会、中国成都·彭州龙门山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全国家庭健身挑战赛（郑州、银川、

长春、大连）、银川市西夏市民运动会、西夏国际户外运动季等全民健身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投资、并购重组、合作等方式积极获取国际顶级赛事及俱乐部 IP 资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

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冰雪公司”）获得国际 A 类赛事——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 CCT 的赛事视频版权中国

区独家代理权、亚洲地区赛事视频版权分销权；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引入国际顶级足球俱乐部 IP——英格兰足球超级联

赛（Premier League）球队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截至本报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二）深入挖掘体育盈利模式，重点构建“两大核心体系” 

历经扎实的转型实践及过程中的积极探索，在稳步落实并持续优化已有体育产业布局的基础上，管理层经过认真调研、

充分论证，结合当下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与公司体育产业布局核心优势，确定了莱茵体育长期发展的“两大核心体系”，即

“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优质 IP 运营体系”。通过全力打造“赛事+场馆”两大核心平台，并联合境内外专业体育机构实施

运营、推广，实现“体育赛事、体育传媒、体育金融、体育网络、体育地产、体育教育”六大业务平台融合发展的目标，最终

建设成为一个具备上游 IP 资源、中游运营服务体系、下游多渠道变现通道的生态圈层，实现体育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

展。 

1、重点布局足球、篮球、冰雪，构建“优质 IP 运营体系” 

公司力争通过 5 年时间重点围绕“足球、篮球、冰雪”三大运动领域，充分运用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及自有资金、地产库存

等资源，通过收购、自建与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获取“足球、篮球、冰雪”三大运动产业链上游具有核心价值的超级 IP 以

及围绕全民健身展开的优质 IP，以赛事及俱乐部头部 IP 资源为核心开展全产业链布局及全球化拓展，通过与国内外优秀的

体育赛事运营商、媒介平台、营销公司等开展深度合作并形成 IP 运营体系，提升公司体育产业资源整合能力和营销传播能

力，进行体育 IP 产业化规划、专业化培育和市场化运作，打通 IP 内容开发与创新、专业赛事及场馆运营、品牌推广、媒体

传播和商业变现等各个环节的全产业链条，形成共生共赢的莱茵体育“优质 IP 运营体系”，实现 IP 商业价值最大化。 

（1）引入国际顶级 IP ，打造足球全产业链 

产业化的足球运动是世界上产值最高、受众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运动，为体育产业最大的单一项目。根据德勤的

统计数据，世界范围内足球产业年生产总值达 5000 亿美元，被称为“世界第 17 大经济体”，超过了瑞士、比利时等国家和地

区 GDP，是当之无愧的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运动占体育产业总产值的占比 43%，远超橄榄球、篮球、排球等其他项目。

足球联赛及足球俱乐部在全球体育赛事及团体商业价值排名中均位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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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 年）》，标志着中国足球史上首次有了一部

时间段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规划将足球战略定位为“全民健身的重要事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

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将发展目标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近期目标（2016—2020 年）提出努力实现中国足球

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实现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 2 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 3000 万人，

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 7 万块，使每万人拥有 0.5—0.7 块足球场地等重要

指标；中期目标（2021—2030 年）提出奋力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

实现每万人拥有 1 块足球场地，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足球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职业联赛组

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体育大国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等重要目

标；远期目标（2031—2050 年）提出全力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共圆中华儿女的足球梦想，

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贡献。 

2016 年 8 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要以足球改革为龙头，加强对足、篮、排三大球

等运动项目的研究和重点扶持；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提高教练员执教水平，促进竞技水平的

快速提高。完善三大球赛制，积极开发和培育本项目竞赛市场，提高本项目的市场化、社会化水平，提高项目市场价值的创

造能力。 

足球产业的市场趋势与政策支持，给了具备足球产业链上游顶级 IP 资源与专业运营实力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 

① 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英超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 

公司致力于通过投资并购方式引入国际顶级足球 IP 资源，已确定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式收购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

（Premier League）球队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之母公司 ST. MARY’S FOOTBALL GROUP LTD 的部分股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已与境外自然人 Katharina Liebherr 签署了正式股权收购协

议，将收购 ST. MARY’S FOOTBALL GROUP LTD 的部分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自然人 Katharina Liebherr 将

依据已签订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尽快办理完成 ST. MARY’S FOOTBALL GROUP LTD 的股权交割事项，股权交割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实际持有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同时上市公司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各项工作，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同时积极推进境外投资相关审批

备案等各项重组工作。 

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完成对 ST. MARY’S FOOTBALL GROUP LTD 的股权收购事项，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确定并经证监会、交易所审批通过，以及关于本次收购的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将按照已签订的重组框架协议，由上市公司完成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的收购事

项，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由上市公司持有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②市场化运作浙江女足，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 

与杭州市体育局体育发展集团携手女足战略发展合作以来，公司通过旗下专业足球俱乐部运营公司——浙江莱茵达足球

俱乐部有限公司对浙江女足进行市场化运营，进行青训梯队建设，女足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2017

年 2 月，浙江莱茵达足球俱乐部 U14 获得浙江女足历史首冠——2017 全国女子足球 U14 春季锦标赛冠军；同时，浙江莱茵

达足球俱乐部在 2016 中国女子甲级联赛中获得亚军，新赛季目标夺冠并冲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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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司在足球产业领域已有以及正收购置入的上游顶级 IP、优质的政府与市场资源、专业的俱乐部与青训市场化运

作能力以及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公司将以顶级足球 IP 为核心，通过并购重组、投资、自建与合作等方式进行资源嫁接与并

购整合，逐步联通 IP 的国内外市场，在进一步提升原有 IP 运营效率与市场价值的基础上，将国际顶级足球资源、经营管理

模式及经验与国内足球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目标相结合，打造国内优质足球青训体系，积极探索并发展俱乐部运营、球员经

纪等核心产业链，传媒、球迷社群、场馆、球员商业开发及其他衍生行业等外围产业链，同时结合公司基于“社会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打造的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体育服务体系）与包含六大层级场馆体系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与政府合作共建

足球小镇，形成莱茵体育足球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2）持续开发提升已有篮球赛事 IP 价值 

公司目前已拥有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亚洲职业篮球联赛两项优质 IP 赛事，公司将在控股子公司亚洲职业篮球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丰富的国际篮球赛事资源和赛事运营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对两项赛事 IP 进行市场化开发和国际化开拓，在

赛程设置、赛制安排、球队邀请等方面进行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赛事运营举办效率与市场影响力，持续开发并提升 IP 价

值。 

（3）成立全资子公司布局冰雪产业 

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6 年 8 月印发的《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明确以筹办 2022 年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奥会为契机，大

力推动冰雪运动开展，扩大我国冬季项目发展规模与布局，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南方和西部省市积

极开展冰雪运动；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6 年 11 月发布《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冰雪产

业总规模达到 6,000 亿元，到 2025 年，冰雪运动普及度大幅提高，群众冰雪活动极大丰富，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稳步增加，

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并“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总规模达到 10,000 亿元。冬奥承办和政策支

持成为双引擎，将成为我国滑雪产业未来快速发展的动力。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为积极把握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背景下中国冰雪运动推广与发展的良好契机，基于公司在冰雪

运动领域的资源与人才储备，公司成立了定位于“冰雪运动赛事运营、球队经纪和品牌营销”的专业冰雪公司——浙江莱茵冰

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冰雪公司”），团队由具有国际金融、冰雪、传媒营销、冰雪赛事等领域优质资源与专

业经验的人才组成。莱茵冰雪公司凭借莱茵体育产业资源优势，致力于将顶级冰雪赛事 IP 及瑞士旅游度假资源引进中国，

逐步引进瑞士优质冰雪运动项目和管理经验，在国家“北冰南展西扩”的规划中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为中国企业品牌提供

通向国际冰雪赛事的品牌营销通道。 

目前，莱茵冰雪公司已获得国际 A 类赛事——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 CCT 的赛事视频版权中国区独家代理权、亚洲地区

赛事视频版权分销权（作为国际 A 类赛事，CCT 云集了全球顶级冰壶国家队，代表了职业冰壶运动的最高竞技水平）；已与

瑞士著名滑雪胜地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积极推进冰雪运动与冰雪旅游项目；2017 年，莱茵冰雪公司计划在哈尔滨与杭州

两地各举办一场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同时通过引进 CCT 创始人 Armin Harder 的培训体系，为国内部分地区冰壶队提供技

术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与 CCT 的深度合作；结合公司基于“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打造的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体育服务

体系）与包含六大层级场馆体系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公司将结合莱茵冰雪公司的冰雪产业布局，与各级地方政府与优

秀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积极打造冰雪小镇。 

2、打造室内外体育空间，构建“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体育场馆是体育赛事活动开展及商业开发的重要载体，也是旅游、演艺、娱乐等内容产业的物质基础。目前国内体育场

馆除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较少外，还普遍面临利用率不高、效益提升困难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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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截止到 2025 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 2 平方米，因此这一市场拥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也给拥

有专业体育场馆开发、建设、运营能力的体育公司带来了高速发展的契机。  

公司拥有多年的地产开发、建设、运营资源与经验，同时积极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将移动互联、大数据等现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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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融入体育场馆服务中，通过与中国建筑设计院、中体联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的优势互补，已成为一家拥有体育地产“规

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营”全产业链经营能力的专业体育地产运营公司，结合公司打造的“优质 IP 运营体系”，致力于打

造更贴近全民健身事业的“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基于大量的市场调研及一线实践经验，结合国家产业政策顶层设计、市场现状及前景，公司将以购地自建、租赁改造、

PPP 等多种模式，以“一城一地一品牌”为总体发展思路，结合当地体育产业发展阶段与主题特色，打造标志性体育地产或赛

事活动项目，通过与各级政府及优秀市场主体合作，重点打造莱茵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体育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打造包含

六大层级场馆体系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 

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体育服务体系）及涵盖六大层级场馆体系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承载着莱茵体育未来的现金流、

基础利润和优质资产来源，该体系将有效起到连接政府、资本、资源、IP 的功能，公司将基于该体系积极与境内外专业运

营类、招商类、服务类公司密切合作，联合打造能够满足专业赛事及人民群众多样化、复合性需求的“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 

 
（1）打造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体育服务体系） 

随着全民健身与大众体育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体育+旅游休闲”的消费趋势将逐渐超越“专业式”体育和“观光式”

旅游，“大众式”体育和“体验式”旅游渐成主流。随着我国消费者对体育休闲、体验旅游方式的关注与青睐，更多的旅游

休闲、娱乐文化、大健康等元素融入体育产业，形成体育产业的新业态——体育特色小镇。 

2016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

色小镇培育工作，并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培育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

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健身休闲重点运动项目和产业示

范基地等为依托，鼓励地方积极培育一批以健身休闲为特色的服务贸易示范区。10 月份，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美丽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展美丽特色小（城）镇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是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转换，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城

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10 月份，住建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下发 《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

的通知》，充分阐述了政策性金融在小镇建设中的作用，并在支持范围、贷款项目库、项目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2016 年 12 月，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将在全

国建成 100 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建成 100 家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推出 100 项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打

造 100 条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培育 100 家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体育旅游企业与知名品牌，体育旅游总人数达到

10 亿人次，占旅游总人数的 15%，体育旅游总消费规模突破 1 万亿元。 

在地方政策上，浙江、云南、河北、福建、重庆等多个省市都出台了有关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措施。2017 年 2 月，浙

江省体育局印发《2017 年全省体育产业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强化特色培育，打造一批体育小镇，启动省级运动休闲小镇

创建工作，以健身休闲产业为重点，以乡镇（街道）为主体，打造一批体育特征鲜明、产业基础较好、产业融合潜力较大的

小镇，形成一批“慢生活快运动”、“有味道有风情”、“细分领域特色彰显”的运动休闲小镇群。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色小镇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打造体育特色小镇是发

展体育产业的重要载体之一，政策密集出台将促进“体育＋旅游休闲”产业的大发展。体育特色小镇是莱茵体育未来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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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利润和优质资产的重要来源，基于公司在足球、篮球、冰雪等领域的优质 IP、政府与市场资源、专业化的场馆经营与

赛事活动运营经验，公司将结合各地体育、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以“一城一地一品牌”为总体发展思路，以“生

产、生活、生态”为特色，通过与各级政府及优秀市场主体合作，以购地自建、租赁改造、PPP 等多种模式，打造集“高端

运动赛事场地、体育旅游服务中心、运动俱乐部基地、运动品牌集散地、运动主题公园”等多种核心产业的体育特色小镇。 

公司将以创新为驱动，将体育和旅游等产业融合，集聚资源，组合项目，创新驱动，积极发展外延业态，实现公司和体

育小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将以体育产业链的整合为主，突破单纯的项目推进和开发时序，在进行策划规划设计的同时，

引入后期的建造、成熟项目、营销、管理、服务、投融资等资源，提升相关体育特色小镇的有效落地。同时，在发展体育特

色小镇的过程，公司将与各地政府及市场主体积极合作，将体育、健康、文化、旅游等多重元素有机融合，小镇将涵盖足球

场、篮球场、网球场、高尔夫练习场、泳池等在内的休闲运动场地，同时配套酒店、餐饮、书吧、各类体育俱乐部、竞技体

育类项目、全民运动类项目、各类体育赛事 IP 等各类运动休闲项目。 

（2）打造六大层级场馆体系，构建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 

公司将以全民健身市场化需求为导向，重点布局全民健身中心、城市体育生活广场、城市体育生活馆、城市单一专业性

场馆、城市健身俱乐部、城市社区体育便利店六大层级的场馆体系，力争通过五年时间在全国经济发达经济区域及重点城市

兴建 270 个多层级、具有巨大商业开发价值的体育综合体和健身场所，形成莱茵体育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平台。 

 

 
2017 年 3 月 6 日，公司与杭州市桐庐县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拟出资 20 亿元，在桐庐县建设国际足球小镇，

作为承接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相关赛事分赛场和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的主赛场。双方约定在桐庐县全面布局足球产业及相

关产业，通过国际足球学校、足球俱乐部训练基地、冰上运动训练基地（含冰上竞赛场馆）、体育综合体、体育产业孵化园、

足球总部基地及相应的商业、办公、住宅、足球主题酒店（拟引入国际知名足球俱乐部主题酒店）等配套设施的项目建设，

引进高水平的国际和国内足球邀请赛、国际冰壶大师赛，并建设能承接 2022 年杭州亚运会部分赛事要求的场馆，同时结合

桐庐县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在保护现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打造各类体验型、参与性、新颖型、无污染的深度休闲与体

育旅游度假项目，布局体育旅游产业，形成具有桐庐特色的莱茵国际足球小镇。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莱茵达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文化公司”）聚焦构建莱茵体育“社会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已在杭州本部、江苏区域、浙南区域、西部区域实现战略布局，通过与相关政府部门及国内知名优质企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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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项目合作，正积极推进布局项目包括闲林港体育生活馆项目、富阳鹿山体育生活广场项目、南京体育生活广场项目、嘉兴

秀洲区体育中心项目、南通新城体育生活馆项目、丽水体育中心、衢州东方集团合作项目、重庆协信集团合作项目、下沙华

媒科创园项目、信联文创园项目等；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场馆公司聚焦体育综合馆、单项球馆和健身房领域，目前已布局运

营 10 家场馆，其中包括大型综合馆 1 家，Land Club 健身俱乐部 9 家，截止目前拟签约的各类场馆及健身俱乐部 10 余家；

公司全资子公司黄山莱茵体育之体育小镇项目——中国•黄山“国际户外运动基地”取得阶段性成果，获得国开行专项发展

基金投资，将积极推进启动基地一期开工建设及户外运动项目落地。 

（三）打造多层次体育金融服务平台，支撑两大核心体系快速发展  

为推进公司体育产业“两大核心体系”的快速实现，公司将持续加大体育金融工具使用力度，充分发挥浙江省体育产业基

金、横琴莱茵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体育产权交易中心、体育彩票等子平台的作用，利用政府资源、金融机构专业能力、

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等优势，在做好内生性发展的同时，通过外延式并购方式投资于体育产业及其衍生行业的优质标的，最终

形成一个具有体育基金、保险、彩票、融资租赁、体育权益产品等多种金融产品于一身的多层次、综合性体育金融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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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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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营业收入38亿元，较上期增长50.32%，营业成本35亿元，较上期增长57.12%，主要系能源贸易类销售收入和成

本较上期大幅增长，另因为信托退出，公司将高胜置业纳入合并范围，导致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和成本增加。 

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19万元，较上期增长107%，主要系公司本期存货、商誉等资产未发生减值，

且往来款较上期大幅减少，相应往来款减值大幅降低；另公司体育产业正步入正轨，逐步产生营收；且公司租赁情况良好，

租赁收入较上期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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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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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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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杭州飞马健身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日 25,000,000.00 100.00 购买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杭州飞马健身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日 投资协议约定

的权益归属起止日

期 

13,122,937.56 -1,648,324.95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莱茵场馆与飞马健身及自然人缪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莱茵场馆以2,500万元收购飞马健身100%

股权，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飞马健身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期子公司增加情况 

（1）本报告期，公司于2016年8月15日投资设立浙江莱茵达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00%，主要经营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体育于2016年8月25日投资设立江苏莱茵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元，浙江体育占其注册资本的75%，主要经营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及场馆设计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3）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莱茵场馆于2016年2月15日投资设立杭州新力源健身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莱茵

场馆占其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健身服务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莱茵场馆于2016年10月12日投资设立莱茵达（北京）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500万元，莱茵场馆占其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场馆管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组织体育活动等，本报告期将其

纳入合并范围。 

（5）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莱茵场馆于2016年11月8日投资设立莱茵达（绍兴）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万元，莱茵场馆占其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场馆管理、健身服务及咨询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6）本报告期，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投资设立浙江莱茵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占其

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7）本报告期，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投资设立浙江莱茵达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占其注册

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活动策划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8）本报告期，公司于2016年9月8日投资设立浙江莱茵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占其注册资

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体育场馆的设计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9）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体育于2016年12月5日投资设立杭州莱茵达体育生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元，浙江体育占其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场馆管理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10）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体育于2016年12月5日投资设立杭州莱茵达闲林港体育生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浙江体育占其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场馆管理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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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体育之控股子公司江苏体育于2016年12月26日投资设立南通莱茵达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江苏体育占其注册资本的100%，主要经营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

并范围。 

（12）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体育于2016年12月30日投资设立丽水莱茵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元，浙江体育占其注册资本的75%，主要经营体育场地管理等，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13）本报告期，根据原投资协议，因信托持股业务结束，高胜置业股东杭州新坐标房地产有限公司将所代持的15%股

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后本公司持有高胜置业51%股权，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子公司减少情况 

（1）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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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2日将洛新能源予以注销，注册资本1,000万

元，洛克能源占其注册资本51.00%。 

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能源注销1家其全资子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将南京能源予以注销，注册资本1,000万

元，浙江能源占其注册资本100.00%。 

（2）转让 

2016年1月13日，公司与上海扬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莱茵达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上述合

同约定，公司以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原全资子公司美国体育100%股权，公司已收到4,000万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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