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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17-010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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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15828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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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发展 股票代码 0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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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千里 李寒波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142 

号光大发展大厦 B 座 27 楼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142 

号光大发展大厦 B 座 27 楼 

传真 0731-88789290 0731-88789290 

电话 0731-88789296 0731-88789296 

电子信箱 sql@hnfzgf.com lhb@hnfz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综合开发经营以及康复医疗、机构养老、“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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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所属的电力行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电力为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发展提供能源供

给与动力支持。电力行业可以分为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基本环节，公司水力发电业务属于发电环

节。报告期内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报告期内，水力发电作为国家优先发展产业的地位没有改变。公司全

资、控股、参股电站的装机容量合计为 22 万千瓦，规模偏小。近年来，株洲航电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位列

湖南省水电站前列，发电能力突出。 

2、公司着力发展的健康产业属于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产业。康复医疗方面，公司主要提供专科专病

的“临床-康复一体化”医疗服务。养老方面，公司主要提供医养融合的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及相关

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康复医疗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养老业务经营模式在拓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健康

中国”建设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报告期内国家对健康产业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公司为较早发展康复医

疗及健康养老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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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12,048.90 276,095,856.63 2.03% 271,231,11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491,406.78 128,642,874.55 9.21% 193,871,40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624,399.73 128,629,822.20 8.55% 193,666,83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702,860.50 124,949,413.08 -9.00% 175,926,334.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8 7.14%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8 7.14%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5.12% 0.19% 8.2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3,056,416,065.62 2,899,190,152.07 5.42% 3,051,569,90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8,294,472.95 2,577,803,066.17 5.45% 2,449,160,1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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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88,127.97 74,123,116.28 65,259,755.87 51,741,04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79,022.65 60,011,937.14 41,986,409.53 1,814,0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664,317.03 59,930,786.06 41,998,805.41 1,030,49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79,702.78 18,481,463.24 36,039,125.04 -19,497,4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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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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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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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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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发展资

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03% 
199,708,2

92 
0 质押 98,000,000 

湖南湘投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7% 
36,982,50

9 
0   

衡阳市供销

合作总社 
国有法人 1.76% 8,166,059 0   

金信期货有

限公司－湖

南湘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1.25% 5,790,947 0   

衡阳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1.15% 5,358,892 0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浦银安盛

医疗健康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4% 5,304,219 0   

林桂花 
境内自然

人 
0.97% 4,491,700 0   

舒峥 
境内自然

人 
0.90% 4,168,178 0   

中国工商银

行－华安中

小盘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8% 4,080,000 0   

李亚明 
境内自然

人 
0.61% 2,846,1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金信期货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林桂花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491,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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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明（如有） 舒峥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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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 年，公司继续巩固水电产业基础，纵深发展健康产业。2016 年，湖南省电力供求趋缓，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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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上半年极端天气多发、防洪度汛任务重的考验，公司在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科

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不断优化经济运行，积极实施增产节支措施，超额完成了全年发电上网目标任务。

2016 年，国家对养老、医疗等行业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健康产业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公司把握发展机遇，

加快业务拓展，康复医疗及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项业务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介绍如下： 

（一）水电板块 

株洲航电装机容量为 14万千瓦，控股的鸟儿巢公司装机容量为 2 万千瓦，参股的蟒电公司装机容量

为 6 万千瓦，合计为 22万千瓦，报告期内装机容量未发生变化。2016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上述三个电

站的上网电价分别为 0.366 元/千瓦时、0.37 元/千瓦时、0.366元/千瓦时，自 2016 年 9月 1 日起，湖南

省水电项目上网电价下调，公司旗下三个电站的上网电价下调 0.03 元/千瓦时。报告期内，经公司董事会

批准并授权，公司正开展对株洲航电扩机增容事项的论证工作。 

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公司积极实施增产节支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发电效益。全年，株洲航电完

成上网电量 84288 万千瓦时；鸟儿巢公司完成上网电量 5989万千瓦时；蟒电公司完成上网电量 30295 万

千瓦时。 

（二）健康产业板块 

1、康复医疗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以湖南发展康年为平台，扎实做好现有医院资产的管理，加快推进全省连锁医疗机构

的布局，择机进入省外市场。2016 年，持股 49%的湘雅博爱主要经营指标稳步提升，医疗收入同比增长 21%，

全年总诊疗人次同比增长 8%，出、入院人次同比增长 24%。医院 CARF 认证工作顺利推进，已获得美国总

部正式受理。医、教、研各项工作同步推进，知名度与美誉度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新设的湖南常德博

爱康复医院、湖南湘西自治州博爱康复医院、湖南衡阳博爱儿童康复医院相继取得医疗卫生部门颁发的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式对外营业。此外，湖南发展康年还与湖北侨亚合作设立了武汉侨亚博爱康复医院

有限公司，正投资设立武汉侨亚博爱康复医院，探索创新医、康、养结合新模式。当前，公司控股、参股

医院达 5 家，运营床位数为 900 张，在建床位数约为 300张，康复医疗连锁布局初具规模。 

2、机构养老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以湖南发展春华为平台，加快推进春华健康产业园项目开发。完成了与长沙县人民政

府《长沙县招商引资项目合同》的签订，对项目用地、投资金额、优惠政策等进行了约定；编制了《春华

健康产业园项目总体规划、项目一期初步方案》，对项目的整体布局、交通系统、配套设施进行了系统规

划，并制订了项目一期的产品方案；通过竞拍获取了项目一期约 75 亩的建设用地。此外，公司还选择长

沙市岳麓区、岳阳市君山区等资源禀赋优良的地区，有序推进医养融合养老养生项目资源的储备。 

3、社区居家养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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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公司与湖北侨亚合作设立了社区居家养老平台——湖南发展侨亚，以“互联网+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长沙，面向全省，全面铺开社区居家养老业务。截至

目前，已在长沙开设了 2 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并与多家社区签订合作协议。 

（三）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编制了《公司“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 年）》，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的发展

思路、目标、任务及保障措施，提出了主要通过产业平台公司开展水力发电、康复医疗、机构、社区居家

养老业务的发展模式。公司现已设立了医疗产业平台、社区居家养老业务发展平台以及水电产业平台，总

部内部管理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母子公司管控体系不断完善，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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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电力 274,591,297.68 187,516,645.63 58.60% -0.24% 17.0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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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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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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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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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湖南发展侨亚养老产

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 10 月 17日 510万元 51% 

湖南衡阳博爱儿童康

复医院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 3 月 1 日 400万元 100% 

武汉侨亚博爱康复医

院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 8 月 25 日 3900万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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