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证券代码：300562          证券简称：乐心医疗         公告编号：2018-071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08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由

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部分信息披露有误，现对《2018 年半年度报告》

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有关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七、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之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

司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深圳市乐心医疗电

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国内自有品牌产

品销售平台 

20,000,000.

00 

117,143,527

.41 

-35,400,378.

83 

93,913,766.

15 

-13,490,750.

82 

-13,667,581.

48 

中山乐心电子有限

公司 
子公司 

电子健康产品研

发、生产 

6,000,000.0

0 

192,252,705

.84 

46,121,565.

21 

178,674,07

6.73 

12,325,244.2

3 

11,880,525.9

0 

Lifesense Health 

Inc 
子公司 

电子健康产品软

件研发 

3,438,385.0

0 

42,818,691.

74 
-919,322.68  

-2,074,157.3

2 

-2,073,573.8

1 

深圳市瑞康宏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医疗仪器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 

16,677,400.

00 

6,562,655.1

7 

2,425,283.4

0 

2,610,666.3

1 

-2,369,732.0

1 

-2,369,532.0

1 

更正后：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深圳市乐心医疗电

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国内自有品牌产

品销售平台 

20,000,000.

00 

117,143,527

.41 

-35,400,378.

83 

93,913,766.

15 

-13,490,750.

82 

-13,667,58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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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乐心电子有限

公司 
子公司 

电子健康产品研

发、生产 

6,000,000.0

0 

192,252,705

.84 

46,121,565.

21 

178,674,07

6.73 

12,325,244.2

3 

11,880,525.9

0 

Lifesense Health 

Inc 
子公司 

电子健康产品软

件研发 

3,438,385.0

0 

42,818,691.

74 
-919,322.68  

-2,074,157.3

2 

-2,073,573.8

1 

深圳市瑞康宏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医疗仪器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 

16,677,400.

00 

6,562,655.1

7 

2,425,283.4

0 

2,610,666.3

1 

-2,369,732.0

1 

-2,369,532.0

1 

二、《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更正情况 

更正前： 

（1）企业集团的构成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中山市创源传感器有限

公司 
中山市 中山市 制造业 100.00%  设立 

中山市创源贸易有限公

司 
中山市 中山市 贸易 100.00%  设立 

深圳市乐心医疗电子有

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商业 100.00%  同一控制合并 

广州动心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 广州市 科技 100.00%  设立 

中山乐心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 中山市 制造业 100.00%  设立 

Lifesense Health Inc 美国 美国 科技 100.00%  设立 

香港创源有限公司 香港 香港 贸易 100.00%  设立 

福州乐医成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 福州市 服务业  51.00% 设立 

FutureIOT Labs LLC 美国 美国 科技   100.00% 

深圳市瑞康宏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商业 50.03%  非同一控制合并 

Lifesense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新加坡 商业 100.00%  设立 

中山市乐恒电子有限公

司 
中山 中山 科技 100.00%  设立 

广州乐心瑜宏医疗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广州 广州 投资 98.00%   

更正后： 

（1）企业集团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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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中山市创源传感器有限

公司 
中山市 中山市 制造业 100.00%  设立 

中山市创源贸易有限公

司 
中山市 中山市 贸易 100.00%  设立 

深圳市乐心医疗电子有

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商业 100.00%  同一控制合并 

广州动心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 广州市 科技 100.00%  设立 

中山乐心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 中山市 制造业 100.00%  设立 

Lifesense Health Inc 美国 美国 科技 100.00%  设立 

香港创源有限公司 香港 香港 贸易 100.00%  设立 

福州乐医成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 福州市 服务业  51.00% 设立 

FutureIOT Labs LLC 美国 美国 科技  100.00% 设立 

深圳市瑞康宏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商业 50.03%  非同一控制合并 

Lifesense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新加坡 商业 100.00%  设立 

中山市乐恒电子有限公

司 
中山 中山 科技 100.00%  设立 

广州乐心瑜宏医疗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广州 广州 投资 98.00%  设立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

会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造成影响。由于上述更正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中的审核

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1）企业集团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