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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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梁桂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文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游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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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533,011.92 4,310,397,456.80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3,285,008.70 2,251,368,264.91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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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84,472.50 -44.51% 1,347,887,976.45 -1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74,163.30 -86.72% 102,584,463.89 -2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26,521.76 -91.68% 94,351,303.43 -3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66,717.85 -160.14% -132,898,721.68 -23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85.71% 0.15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85.71% 0.15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2.49% 4.46%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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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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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5,500.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59,736.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3,873.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8,203.51  

合计 8,233,16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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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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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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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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桂秋 境内自然人 39.58% 279,397,980 209,548,485 质押 131,559,103 

梁桂添 境内自然人 8.23% 58,093,225 43,569,919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玄元六度元宝

7 号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4% 22,197,558 22,197,558   

梁桂忠 境内自然人 1.81% 12,767,205 0   

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清嘉洛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 9,322,974 9,322,97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0% 7,775,484 0   

黄宁 境内自然人 0.57% 3,990,568 2,992,926   

蒋杏英 境内自然人 0.41% 2,897,0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38% 2,689,655 0   

华融证券－工行－华融

分级固利 8 号限额特定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1% 2,219,756 2,219,75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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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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桂秋 69,849,495 人民币普通股 69,849,495 

梁桂添 14,523,306 人民币普通股 14,523,306 

梁桂忠 12,767,205 人民币普通股 12,767,2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7,775,484 人民币普通股 7,775,484 

蒋杏英 2,8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7,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689,655 人民币普通股 2,689,655 

郑木平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周建琦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黄宁 997,642 人民币普通股 997,642 

许周四 953,222 人民币普通股 953,2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梁桂秋与黄宁为夫妻关系；梁桂秋、梁桂添、梁桂忠为

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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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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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两期变动金额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9,460,505.59 -30.04% 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和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付帐款 58,015,683.14 271.09% 本期预付的工程款和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810,592.02 -47.50% 本期收回保本收益产品资金所致 

短期借款 41,669,235.21 34.03% 本期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0,639,388.29 -74.00% 本期归还了一年内到期的银行贷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722,722.71 142.98%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 -6,276,537.90 -40.72%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的国内销售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3,960,758.24 -110.23% 本期贷款利息支付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9,552,142.42 218.13% 本期计提应收帐款坏帐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251,251.98 -232.10% 主要系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2,402,519.03 35.74%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48,378.82 572.25% 主要是本期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8,803.98 32.28% 本期非经常性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797,714.01 -41.12% 
主要系本期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所得税率较低的子公司、而上年同期

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所得税率较高的子公司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653,781.16 32.73%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同比利润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772,195.14  560.93%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7,464,871.05  428.49%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增加响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961,105.25 53.40%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增加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404,588.38 -239.15% 
主要系受宏观金融政策影响导致公司本期工程回款额较上年同期

出现下滑、人工成本上升等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786,588.26 62.17% 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金额减少较多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5,264,050.41 156.47% 本期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3,545,640.29 -144.35% 

主要系受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影响导致公司本期工程回款额较上年

同期出现下滑、人工成本上升等费用支出增加、工程开工项目较多

支付工程预付款及材料采购款同比增加、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支出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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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大在手订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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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实施地 
合同签署

日期 
交易对方 

合同价（万元）

最终以审计后

的结算价为准 

合同工

期 

项目进度（截止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医院整体项目融

资建设合同》 
黑龙江省双鸭山 

2013 年 12

月 21 日 

双鸭山市人民

医院 
20,000.00 12 个月 

医用工程已完工，设备配

置已完成，已竣工验收，

审计结算中。 

2 
《陕西省渭南市第二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

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渭南市 

2015 年 6

月 3 日 

陕西省渭南市

第二医院 
30,000.00 24 个月 整体完工，并移交使用。 

3 
《陕西省丹凤县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

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丹凤县 

2016 年 2

月 22 日 

丹凤县中医医

院 
36,000.00 36 个月 二次结构施工中。 

4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医院病房综合楼新建

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宁陵县人民医院 

2016 年 5

月 6 日 

宁陵县人民医

院 
15,000.00 24 个月 主体及水电预埋施工中。 

5 
《河南省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融资

建设合同》 

宁陵县妇幼保健

院 

2016 年 5

月 6 日 

宁陵县妇幼保

健院 
10,000.00 24 个月 主体施工中 

6 
《陕西省澄城县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建

设合同》 
陕西省澄城县 

2016 年 12

月 16 日 

陕西省澄城县

医院 
60,000.00 36 个月 安装工程阶段。 

7 
《安龙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后续装

饰、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融资合同》 

贵州省黔西南州

安龙县 

2017 年 1

月 

安龙县人民医

院 
10,500.00 6 个月 办理整体验收中。 

8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中医院整体迁建项

目融资建设合同》 

陕西省渭南市临

渭区 
 临渭区中医院 39,000.00 24 个月 

医养中心二次结构施工

中，住院楼已封顶，医技

楼主体施工中。 

9 
《独山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建设合

同》 

贵州省黔南州独

山县 

2017 年 7

月 25 日 
独山县中医院 20,000.00 36 个月 水电安装工程施工中。 

10 
《独山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建设

合同》 

贵州省黔南州独

山县 

2017 年 7

月 25 日 

独山县人民医

院 
50,000.00 36 个月 基础施工中。 

11 
《秦皇岛市第二医院投资迁建合作协议

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 

2015 年 5

月 

秦皇岛市第二

医院 
90,000.00 36 个月 主体建设阶段。 

12 
《获嘉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获嘉县招商

引资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河南省新乡市获

嘉县 

2017 年 5

月 30 日 
获嘉县中医院 13,300.00 620 天 主体已封顶。 

13 
《鹤山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广东省鹤山市 

2017 年 6

月 16 日 

鹤山市人民医

院 
37,611.19 920 天 基础工程施工中。 

14 
《南丰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融资建设

合同》 

江西省抚州市南

丰县 
 

南丰县人民医

院 
40,000.00 24 个月 基础施工中。 

15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 住院楼

建设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四川省巴中市江

北大 道 241 号 

2012 年 7 

月 13 日 

巴中市巴州区

人民医院 
21,800.00 1037 天 尚未开工。 

16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南院建设 

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一期）》 

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卜奎大街东

侧、红鹤路南侧，

长江路北侧，松花

江环路西侧 

2012 年 7

月 31 日 

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第一医

院 

90,000.00 862 天 
正在办理项目开工等施工

前准备工作。 

17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医院扩建项目

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内蒙古自治区阿

荣旗建华街 9 号 

2012 年 7

月 31 日 

内蒙古自治区

阿荣旗人民医

院 

14,000.00 793 天 尚未开工。 

18 
《山东省曹县人民医院新区三期 建设项

目融资建设合同》 

山东曹县青河路

东邻 与富民大道

南邻的交 叉路口 

2013 年 4 

月 23 日 

山东省曹县人 

民医院 
50,000.00 30 个 月 尚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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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2 年 7 月 13 日签署的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楼建设项目、2012 年 7 月

31 日签署的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医院扩建项目以及 2013 年 4 月 23 日签署的山东曹县人

民医院新区三期建设项目未开工原因系因项目单位资金未落实到位，公司没有收到开工通知，

项目不具备开工条件，公司为此一直与项目单位协商具体开工时间，下一步公司将于项目单

位确认项目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相关进度情况公司将及时披露。 

（二）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2018 年 4月 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

转换债券条件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等

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议案，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8年 4月 4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 万元（含 90,000.00 

万元），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 100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本次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安排，结合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及公司未来的经营和财务等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2018 年 5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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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80579）。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所有材

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8 年 6月 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80579号），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反馈意见》逐

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有关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回复，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 

根据国内证券市场的相关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确保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2018年 7月

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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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

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75,000万元（含 7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

于高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目。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2018 年 9月 26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8年第 151 次工作会议审核通过，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9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8）。 

目前，公司正等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放上述可转债项目的批文。 

（三）合作框架协议书 

1、促进兰州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兰州新区医疗卫生事业“十三五”规划的

实施，依据国务院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经过友好协商，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司签署了《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尚荣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20-25亿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6年3月22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3），

兰州新区中医医院于2016年8月31日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公告“兰州新 区中医医院建项

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公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程 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尚荣”）为此项目的第1名中标候选人；2016年12月16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

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兰州新区医养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兰州新区中医院建设项目

融资建设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2日和2016年12月1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预中标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81号）和《深

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兰州新区中医院建设项目融资建设合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6-111号）。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项目的其他事项公司正与交易对方洽谈相关合作细节事宜。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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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为促进商丘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商丘市医疗卫生事业“十三五”规划的实

施，依据国务院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经过友好协商，商丘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署了《商丘市人民政府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30亿元。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6年4月

1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9）。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公司正与交易对方洽谈相关合作细节事宜。 

（四）PPP项目进展情况 

1、按照国家、省、市医改工作总体要求，为推动秦皇岛市医疗健康产业发展，采取“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混合所有、专业经营”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河北省秦

皇岛市人民政府、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管委会于2015年5月19日与尚荣医疗之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管委会与

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秦皇岛市第二医院投资迁建合作协议书》；2016年1月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尚荣投资与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秦

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出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

秦皇岛市广济医院之投资协议》，尚荣投资以现金出资人民币38017.85万元、秦皇岛市建设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实物及技术出资12982.15 万元、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现金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共同投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秦皇

岛市广济医院，尚荣投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66.698%，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和2016年1月1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3）、《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合作方出资设立秦

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3）。 

截至本报告期末，秦皇岛市广济医院已处于主体施工中。 

2、按照 国家及安徽省委省政府有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文件精神，大力促进金

寨县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混合所有、专业经营”模式，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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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参与县级公立医院改革，金寨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于近日签署了《金寨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

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书》。金寨县人民政府的以金寨县人民医院的账面净资产、新区土地、无

形资产及政府化债资金出资，乙方以现金出资，医管公司的注册资本初定为人民币 2.5 亿元。

尚荣医疗负责新医院建设、设备购置以及老医院改造等资金的投入，双方的股权比例可根据

项目完成结算后最终双方实际出资额计入股权。医管公司成立后，甲方所有对县人民医院的

资产性投入(不含专款专用的事业拨款、人才培养、业务经费和科研课题经费等)计入股权，

乙方除医管公司投入外，乙方及其关联方负责筹集的资金一并计入股权，按照增资扩股程序

办理。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0）。 

截至本报告期末，金寨县人民医院新医院主体施工中。 

3、按照贵州省公立医院改革要求，为推动独山县公立医院改革，采取“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混合所有、专业经营”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政府

于2015年2月2日与尚荣医疗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黔南州独山

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独山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迁建合作协议书》；

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收到招标单位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BJJF-2016-169）。通知确定公司在独山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迁建项目PPP【建设、拥有、运

营BOO）】模式合作伙伴招标项目（招标编号：BJJF-2016-169），于2016年3月21日9时30分开

标，经评审委员会评定，确定公司为中标单位，项目具体情况最终以签署的合同为准；2016

年9月8日，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政府与尚荣医疗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了《独山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对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院及独

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合作投资建设和经营之合同书》，尚荣投资用现金人民币8933.23万元

对独山县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投资建设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院（暂定名）（独山

县中医院）和独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暂定名）（独山县人民医院）。增资扩股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医管公司59.555%的股权，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3日、2016年3月31日、2016年9月9日披露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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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8）、《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7）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独山县人民政府合作投

资建设及运营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县中医院）和独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

县人民医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85）。 

截至本报告期末，独山县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县中医院）正处于水电安装工程施工

中；独山县北部医疗中心医院（独山县人民医院）处于基础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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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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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0% 至 1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0,509.61 至 19,267.62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7,516.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国家金融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影响，公

司部分在建项目建设资金未能按期到

位，拖延了项目工程进度及结算，导致

公司全年预计可实现医院建设项目收

入未达预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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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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 

梁桂秋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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