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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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俞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建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尹建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2,491.3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71%；

实现营业利润-11,859.46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12.39%；实现利润总额-11,730.2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13.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32.25 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7.06%。 

2017 年度，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项下的慈铭健康

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72.22%股权，并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完成过户及工商

变更登记，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应对报表的期初数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变动幅度

（％）
追溯调整

上年同期(元)

营业总收入 1,224,913,069.04 554,996,254.28 120.71% 742,389,306.27

营业利润 -118,594,593.95 -135,365,470.54 12.39% -183,258,994.19

利润总额 -117,302,441.29 -135,370,372.29 13.35% -183,461,20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322,500.57 -105,792,075.17 7.06% -141,544,1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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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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24,913,069.04 554,996,254.28 742,389,306.27 6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322,500.57 -105,792,075.17 -141,544,143.07 3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625,864.72 -106,754,071.09 -106,754,071.09 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850,847.69 -207,202,091.75 -288,185,752.75 4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3.25% -2.20% 0.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755,072,036.49 6,191,304,943.91 12,479,473,500.35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97,789,718.60 3,206,825,955.63 6,496,527,373.6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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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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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36.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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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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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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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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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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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7,220.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363.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8.32  

合计 303,36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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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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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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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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5% 271,777,408 271,777,408 质押 267,022,219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9% 246,889,378 246,889,378 质押 235,231,682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2% 174,744,638 174,744,638 质押 112,481,990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5% 154,698,994 154,698,994 质押 119,2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

南信托－云起 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3.84% 100,000,000 0   

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 86,677,923 86,677,923 质押 86,67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持盈61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95% 76,610,136 0   

天津大中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 71,730,360 71,730,360 质押 46,5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2.71% 70,529,919 0   

上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62,838,230 62,83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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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云

起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盈

6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6,610,136 人民币普通股 76,610,13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0,529,919 人民币普通股 70,529,91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58,078,455 人民币普通股 58,078,45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51,167,810 人民币普通股 51,16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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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权益

策略二期信托组合投资项目资金信托 
38,443,016 人民币普通股 38,443,016 

重庆德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28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83,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4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18,000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22,373,312 人民币普通股 22,373,3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

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91,953 人民币普通股 20,291,9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天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维

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5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

4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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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

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750,572.00 1,161,270.00 -35.37% 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款完成。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14,911,918.39 77,347,441.69 48.57% 

主要系公司所处行业经营状况在全年呈

周期性变化，一季度亏损导致。 

短期借款 1,721,734,400.00 1,144,429,300.00 50.44% 
公司业务量的持续增长，新增银行短期借

款。 

应付职工薪酬 245,877,952.92 414,858,780.87 -40.73% 支付上年计提的奖金薪酬。 

应交税费 42,052,517.64 109,092,086.63 -61.45% 
上年四季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额在本期

支付。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548,587,032.95 408,770,288.04 34.20% 长期借款进入一年内偿还期。 

其他流动负债 - 400,000,000.00 0.00% 公司偿还 4 亿超短融。 

长期借款 855,572,121.55 603,305,502.75 41.81% 公司业务量增长，新增银行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894,565,460.18 396,498,769.88 125.62% 公司发行 5 亿公司债。 

其他综合收益 -337,220.78 77,933.67 -532.70% 
主要系公司境外资产受汇率波动影响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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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

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1,224,913,069.04 742,389,306.27 65.00% 

主要系：1、新春卡等淡季个检促销；2、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体检中心增加；3、

公司品牌效应开始显现。 

营业成本 824,311,041.36 578,471,634.68 42.50% 

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体检中心数量增

加，人员工资、房租、材料消耗、折旧、

摊销等成本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581,615.12 103,947.88 459.53% 当期支付税金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68,262,589.03 233,046,273.31 58.02% 

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量高速增长，销售

人员数量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37,780,017.13 16,918,257.28 123.31% 主要系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3,366,278.31 476,859.74 -805.93% 

报告期内根据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

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673,939.93 -766,934.09 579.04% 本期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45,271.62 211,840.84 629.45%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 253,118.96 414,056.02 38.87% 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小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836,872.43 -30,788,452.32 42.07% 
本期亏损大幅度减少，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费用相应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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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

动比例 

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624,382,973.98 931,335,779.18 74.41%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有

所增加，相应收到的销售款增加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616,921,875.88 393,651,699.69 56.72% 

主要系报告期营收增长，对应成

本支出也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731,814,160.20 473,424,304.73 54.58% 

主要系报告期随着体检中心规模

扩大，相应支付的人工费用总额

有所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1,700,489.56 30,986,679.00 228.21% 

主要系融资租赁业务规模扩大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23,079,910.83 149,093,327.28 49.62% 主要系体检中心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80,945,493.07   50,583,320.00  653.10% 主要系公司规模不断扩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93,192,117.45 51,830,169.60 79.80% 

主要系融资租赁业务规模扩大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01,900,833.87 589,050,473.93 137.99% 主要系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497,5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发行公司债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33,583,963.42 182,594,022.12 356.52% 
主要系偿还的银行借款和超短融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9,608,225.84 15,959,837.47 148.17% 主要系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2,603,131.23 16,813,485.70 212.86% 

主要系本报告期融资租赁及少数

股权尾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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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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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截至2018年1月3日，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

计划（云南信托-云起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购买了公司股票10,000万股，购买金额

为190,864万元，购买均价约19.09元/股，股票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844%。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

期自2018年1月4日起24个月。 

 

2、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收到交易商协会签发的超短期融资券《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7]SCP62号）、中期票据《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MTN110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

司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注册。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4亿元，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8亿元。 

2017年4月20日，公司发行了2017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7美年SCP001，债券代码：

011762027），发行总金额为人民币4亿元，本计息期债券利率为5.20%，期限270天。 

2018年1月15日，公司已按期完成了上述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共支付了2017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本息合计人民币415,386,301.37元。 

2017年6月6日，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4亿元完成发行，期限三年，募集资金已全额到账，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兑付。 

 

3、2017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04号），

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8年3月15日，根据网下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公司和主承销商协商，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6.57%。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

至2018年3月19日，已在该时间内发行完毕，均为网下发行，最终发行规模为5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后已汇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发布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168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8年4月2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进行转让，证券简称为“18美年01”，证券代码为

“112657”。 

 

4、2016年5月17日及2016年5月24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及美年大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收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民事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资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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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事起诉状，原告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认为美年大健康、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及王

海峰等4名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5,300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王海峰的管辖权异议已被驳回，本案尚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 

 

5、2016年2月23日，美年健康、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下属子公司广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年大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及牟元茂分别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寄来的民事传票及民事起

诉状等资料。根据民事起诉状，原告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国宾”）认为美

年大健康等5名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并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5,000万元。 

    2017年12月28日，爱康国宾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2018年1月17日，美年大健康、全资子公司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牟元茂分别收到上海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寄来的民事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资料。根据民事起诉状，原告爱康国宾认为美年大健康等3名

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并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5,000万元。 

    美年大健康就管辖权问题向上海浦东法院提出异议，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该管辖异议作出裁定，

驳回美年大健康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美年大健康不服裁定提起上诉。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收到法院

对管辖异议上诉的裁定。 

 

6、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

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唯品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容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等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保险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美

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亿元，持有其20%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正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进程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员

工持股计划事项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增持股票完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 

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相关事项 

2017 年 06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9） 

2018 年 01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2017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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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2018 年 03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2018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上市公告书》（公告编号：2018-060） 

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美年

大健康、广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等 5

名被告共同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 

2018 年 0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参与发起设立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10） 

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诉美年大

健康、上海美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及王海峰

等 4 名被告共同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案件 

2016 年 05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修订稿）》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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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723.42% 至 1,135.13%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2,000 至 18,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57.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国家预防医学各项重磅政策的陆续落地与健康消费升

级，健康体检行业的市场需求旺盛，呈现井喷趋势。2018 年上

半年，公司规模持续扩大，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团检市场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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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拓展个检和增值服务市场。服务内涵再扩容，相继推出基因

检测 、冠脉核磁 、肝超等高端体检新产品，收入保持高速增长，

个检占比持续上升，产品结构继续优化，真正做到量价齐升；同

时，报告期内，公司新并入体检中心 19 家，进一步增厚上市公

司利润，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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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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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投资者关系

记录表》（编号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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