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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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奕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博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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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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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37,268.07 570,374,039.34 570,374,039.34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037,217.08 100,643,884.53 100,556,667.08 -4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981,216.64 100,403,166.00 100,315,948.55 -4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479,648.18 268,171,530.97 267,685,934.61 -8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2247 0.1604 -47.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2247 0.1604 -47.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4.23% 4.17%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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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6,191,470.35 8,274,170,308.60 8,274,170,308.60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65,223,254.60 2,412,186,037.52 2,412,186,037.52 2.20% 

注：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报告追溯调整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上年同期数。公司 2018 年 8

月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股本发生变动，本报告按最新股本重述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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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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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74.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997.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6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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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6,0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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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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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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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8% 232,449,063 0 质押 80,469,900 

林正刚 境内自然人 12.75% 79,904,129 0 质押 79,806,500 

深圳市前海新富

阳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7% 51,219,511 51,219,511 质押 51,212,000 

李岳雄 境内自然人 1.30% 8,181,000 0 质押 8,176,000 

代妙琼 境内自然人 1.20% 7,548,600 0 质押 7,546,000 

汕头市汇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7,147,600 0 质押 7,140,000 

弘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弘

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 

其他 1.10% 6,879,955 0   

五矿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五矿信

托－优质精选上

市公司投资 2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99% 6,235,261 0   

刘衍香 境内自然人 0.78% 4,905,498 0   

雷道云 境内自然人 0.77% 4,800,3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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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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32,449,063 人民币普通股 232,449,063 

林正刚 79,904,129 人民币普通股 79,904,129 

李岳雄 8,1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81,000 

代妙琼 7,548,600 人民币普通股 7,548,600 

汕头市汇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1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7,147,600 

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弘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 

6,879,955 人民币普通股 6,879,955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

托－优质精选上市公司投资 2号单

一资金信托 

6,235,261 人民币普通股 6,235,261 

刘衍香 4,905,498 人民币普通股 4,905,498 

雷道云 4,800,334 人民币普通股 4,800,334 

李作旺 4,270,040 人民币普通股 4,270,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非国有法人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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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宜华集团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5,523,86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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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末较期初减少26.75%，主要系本期末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末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本期末按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至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3、在建工程本期末较期初减少21.25%，主要系子公司养老社区验收结转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本期末较期初增长22.59%，主要系子公司养老社区验收转入所致。 

5、预收款项本期末较期初增长48.74%，主要系下属医院预收病人押金增加所致。 

6、其他应付款本期末较期初增长42.6%，主要系应付关联方公司往来款增加所致。 

7、长期借款本期末较期初减少20.83%，主要系本期偿还部分长期贷款所致。 

8、长期应付款本期末较期初增长58%，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增多所致。 

9、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46.23%，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略有下降所致。 

10、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4.86%，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减少爱奥乐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72.71%，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263.53%，主要系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3、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99.97%，主要系本期处置闲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1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8.84%，主要系本期营业成本上升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7.26%，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略有下降，而

受材料、人工价格上升以及养老社区开业后开始摊销各项费用影响，导致营业成本上涨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0.02%，主要系去年同期应收账款回收较多

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512.09%，主要系本期偿还贷款较上年同期

有所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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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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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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

承诺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公司实际控

制人刘绍喜

及控股股东

宜华集团 

 

1、关于保障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2、关于避免与宜华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3、关于规范

与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

诺 

2015

年 01

月 30

日 

宜华集

团作为

公司控

股股东

期间 

截止报告期，宜华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刘绍喜无违背承诺的情形。 

林正刚、邓

宇光、彭杰、

朱华、侯旭

英、黄微、

夏青、阳阳、

孙玉香、邓

文芳、李红 

 

承诺自众安康本次交易工商登记完成之

日起至少 60 个月内仍在众安康任职，任

职期间，未经上市公司同意，不在其他与

宜华地产、众安康有竞争关系的任何公司

兼职。林正刚等众安康核心管理团队如违

反任职期限承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林正刚等众安康核心管理团队承诺在

自宜华地产、众安康离职后 24 个月内不

得在宜华地产、众安康以外，直接或间接

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或

以自然人名义从事与宜华地产及众安康

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不在同宜华地产或

2015

年 01

月 30

日 

2015 年

01 月 30

日-2020

年 01 月

30 日 

截止报告期，林正刚、邓宇光、彭杰、

朱华、侯旭英、黄微、夏青、阳阳、孙

玉香、邓文芳、李红无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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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康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

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不得以宜

华地产及众安康以外的名义为宜华地产

及众安康现有客户提供医疗后勤服务或

医疗专业工程服务；林正刚等众安康核心

管理团队违反不竞争承诺的经营利润归

宜华地产所有，并需赔偿宜华地产的全部

损失。 

林正刚  

1、关于规范与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承诺；2、关于众安康承租的部

分房产瑕疵的声明与承诺；3、关于众安

康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的

承诺；4、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承诺；5、

关于众安康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况的承诺。 

2015

年 01

月 30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众安康承租的部分房产已

完成租赁合同的续签，承租房产瑕疵已

解除；众安康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

金均已补充完成缴纳；招投标程序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其他均无违背承诺

的情形。 

新富阳  
关于减少与规范与宜华健康关联交易的

承诺 

2015

年 03

月 19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新富阳无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公司实际控

制人刘绍喜

及控股股东

宜华集团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2、《关

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3、《关

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4、《关

于保障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函》 

2015

年 12

月 0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报告期，宜华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刘绍喜无违背承诺的情形。 

芜湖大同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补偿义务人西藏大同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

补充协议》，补偿义务人西藏大同承诺：

达孜赛勒康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6,165.00 万元、11,141.00 万元、15,235.00

万元、19,563.00 万元、21,410.00 万元、

23,480.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1

日 

业绩承

诺为

2015 年

12 月 11

日-2021

年 04 月

30 日 

达孜赛勒康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

6,183.67 万元、12,703.53 万元、

16,619.05 万元均已完成业绩承诺，2018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为 19,520.87

万元。截止报告期，达孜赛勒康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业绩已

经实现。 

刘惠珍;刘

妤 

关于同

业竞

争、关

联交

易、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对本人及家庭(包括配偶、子女)直接或

间接拥有任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所有

权、收益权、经营权)的任何医院、与医

院合作的治疗中心、与医院的合作项目及

为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务的企业或任

何非法人团体，本人承诺将该等相关权益

全整注入至宜华健康。未经宜华健康事先

书面同意，本人保证不将该等权益全部或

部分转让给任何其他第三方。本人确认，

2015

年 12

月 14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刘惠珍、刘妤本人及家

庭未在任何医院、与医院合作的治疗中

心、与医院的合作项目及为医院提供任

何设备或服务的企业或任何非法人团

体拥有任何权益，刘惠珍、刘妤无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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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重组中本人及家庭将注入宜华健

康的达孜赛勒康及其项下资产及权益和

本人向宜华健康披露的以下医院及项目

之外，本人及家庭未在任何医院、与医院

合作的治疗中心、与医院的合作项目及为

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务的企业或任何

非法人团体拥有任何权益：江西奉新第二

中医院、合肥仁济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四五五医院二期项目（2014 年

-2022 年）、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

PET—CT 项目、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PET—CT 项。本人承诺，本次重组完成

后本人及家庭不再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医

院、与医院合作的治疗中心、与医院的合

作项目及为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务的

企业或任何非法人团体拥有任何权益。" 

刘惠珍;刘

妤 

其他承

诺 

关于合肥仁济肿瘤医院和武警上海总队

医院项目注入的承诺：因合肥医院历史上

股权变更资料不齐备，本人将尽力协助从

民政部门取得相关备案登记资料，厘清合

肥医院历史上的股权归属及股东情况，取

得合肥医院历史上相关股东的股权权属

确认文件，在核查清楚合肥医院的历史股

权权属状况的条件下，将本人在合肥医院

实际拥有的全部权益转让至达孜赛勒康

名下；因武警医院 PET-CT 项目目前尚在

审批之中，在武警医院 PET-CT 项目取得

有关部门的批复后，将本人在武警医院

PET-CT 项目拥有的所有权益转让至达孜

赛勒康名下。 

2015

年 12

月 0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刘惠珍、刘妤已将合肥

仁济肿瘤医院实际拥有的全部权益转

让至达孜赛勒康名下；武警上海总医院

项目因政策原因无法正常履行。 

刘惠珍;刘

妤;芜湖大

同 

其他承

诺 

四五五一期续期经营承诺：四五五医院一

期合作项目，目前达孜赛勒康与四五五医

院签订的合作期限共 8 年，合作起止时间

为 2008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基于双

方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达孜赛勒康具有

较好的优势与现有的四五五医院续期合

作，在 2016 年 11 月到期后再续期 8 年。

该项目的续期合同由达孜赛勒康现有股

东（西藏大同）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惠珍、

刘妤负责落实由达孜赛勒康作为合同主

体签订，续期项目并交由达孜赛勒康经

营，若未能续期，由西藏大同及其实际控

制人刘惠珍、刘妤股东负责采用其他方式

弥补诊疗中心一期项目再续期 8 年的业

2015

年 12

月 01

日 

2015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04 月 30

日 

截止本报告期，四五五医院因政策原因

已终止合作，西藏大同、刘惠珍、刘妤

已与其他医院展开合作，签署医院托管

协议弥补业绩，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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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刘惠珍;刘

妤 

其他承

诺 

关于房屋环评及环保验收的承诺函：本人

承诺如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因其未办理

兴建房屋的环评及环境保护验收手续被

而遭受任何处罚或导致宜华健康遭受损

失的，其本人承诺将对因此而产生的所有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保证三三四医院、奉

新二院、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康不遭受任

何损失。 

2015

年 12

月 0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

未因未办理兴建房屋的环评及环境保

护验收手续被而遭受任何处罚或导致

宜华健康遭受损失的情形。 

刘惠珍;刘

妤 

其他承

诺 

关于社保及房产的承诺函：如政府主管部

门或有权机构要求达孜赛勒康为其员工

补缴社会保险费或因此对达孜赛勒康行

政处罚，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达孜赛勒康

搬迁或对达孜赛勒康行政处罚，则由本人

负责承担所有费用、罚款及滞纳金，并保

证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康不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 

2015

年 12

月 01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达孜赛勒康未收到补缴

社会保险费或对公司行政处罚的通知，

刘惠珍、刘妤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芜湖大同 
避免同

业竞争 

1、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宜华

健康或爱奥乐、达孜赛勒康主营业务相同

或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

股、参股、合资、联营或其它形式经营或

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宜华健康或爱奥乐、达

孜赛勒康的主营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

争的业务；2、为避免本企业/本人及本企

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本企业/本人

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以任

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

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

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

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或其他经营活动，也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

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

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

济实体；3、如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

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

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允

2015

年 09

月 19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该承诺正常履行中，芜

湖大同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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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4、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未来拟从事的业务与本企业/本人及本

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构成直

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本企业/本人届时

将以适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相关企

业股权或终止上述业务运营)解决；5、本

企业/本人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

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6、本企业/

本人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因本企业/本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

的任何损失或开支；7、本企业/本人将督

促与本企业/本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

和企业同受本承诺函约束。 

刘惠珍;刘

妤 

关于同

业竞

争、关

联交

易、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方及承诺方控

制的其他企业自愿放弃以其他方式从事

医疗服务；医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租赁、

维护；利用自有资金对医疗行业进行投资

的业务；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与宜华

健康就资产或业务出售、重组的各项条件

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承诺方同意在本次交

易完成股权交割后逐步对承诺方能够新

取得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医疗服务、

医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租赁、维护；利

用自有资金对医疗行业进行投资业务进

行规范和整合，使之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的

条件和要求，并将其注入宜华健康。 

2015

年 09

月 19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刘惠珍、刘妤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以其他方式从事医疗服

务；医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租赁、维

护；利用自有资金对医疗行业进行投资

的业务的情形，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芜湖大同 

关于同

业竞

争、关

联交

易、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1、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将

尽量减少、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

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

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以市场公允价格

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

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利益的行为。本企业/本人保证

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企业/本人承诺不

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谋求上市公司及

2015

年 09

月 19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该承诺正常履行中，芜

湖大同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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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企

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投资的其他企业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或谋求与上市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3、

本企业/本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

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任何形式的担保；4、本企业/本人保证将

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本人违反

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刘惠珍;刘

妤 

其他承

诺 

关于医院房产及地上附着物的承诺函：承

诺将督促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

院办理在其拥有的土地上兴建房产的房

产证，如在本次重组完成前南昌三三四医

院、奉新第二中医院未能取得上述房产

证，本人承诺继续全力配合南昌三三四医

院、奉新第二中医院办理所涉房产的房产

证；如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

因其在各自土地上兴建房产未办理报建

或未取得房产证而遭受任何处罚或导致

宜华健康遭受损失的，本人承诺将对因此

而产生的所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保证南

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达孜赛

勒康和宜华健康不遭受任何损失。如南昌

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因其在其土

地上兴建房产未办理报建或未取得房产

证而被有权部门要求搬迁的，本人承诺将

负责承担所有搬迁费用、罚款及滞纳金，

并保证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

院、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康不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 

2015

年 09

月 19

日 

长期有

效 

截止本报告期，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

第二中医院已取得土地证，均尚未取得

房产证，南昌三三四医院正在办理房产

证变更手续，奉新第二中医院正对消防

进行整改，完成后进行房产证办理手

续，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

未因其在各自土地上兴建房产未办理

报建或未取得房产证而遭受任何处罚

或导致宜华健康遭受损失，刘惠珍、刘

妤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奚志勇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奚志勇承诺亲和源未来盈亏情况如下：

2016 年亏损不超过 3,000 万元、2017 年

亏损不超过 2,000 万元、2018 年亏损不超

过1,000万元、2019年净利润不低于2,000

万元、2020 年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

2021 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元、2022

年净利润不低于 8,000 万元、2023 年净利

润不低于 10,000 万元。净利润指亲和源

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所有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2016

年 06

月 29

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

至 2024

年 04 月

30 日 

亲和源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

-2,917.99 万元、-696.66 万元、3,415.10

万元，截止报告期，亲和源集团有限公

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实现。 

徐升亮、徐 业绩承 徐雨亮、徐升亮承诺，以其承诺的余干仁 2017 2017 年 3 余干仁和医院有限公司 2017 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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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亮 诺及补

偿安排

诺 

和医院有限公司 2017 年净利润 2,000 万

元为基础，目标医院 2018 年度、2019 年

度和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15%，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实现的分别不低于

2,000 万、2,300 万元、2,645 万元和

3,041.75 万元；目标医院承诺期 2021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即

2021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3,345.93

万元。 

年 03

月 03

日 

月 3 日至

2021 年

04 月 30

日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

利润分别为 2,690.18 万元、 2,487.17

万元，截止报告期，余干仁和医院有限

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实现。 

陆成良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陆成良承诺，以其承诺的杭州养和医院有

限公司、杭州慈养老年医院有限公司、杭

州下城慈惠老年护理院 2017 年合并税

后净利润 3,000 万元为基础，2018 年度、

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10%，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实现的税后

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3,300

万元、3,630 万元和 3,993 万元。 

2017

年 04

月 18

日 

2017 年 4

月 18 日

至 2021

年4月30

日 

杭州养和医院有限公司、杭州慈养老年

医院有限公司、杭州下城慈惠老年护理

院 2017 年、2018 年合并税后净利润分

别为 3,326.77 万元、3,440.85 万元，截

止报告期，杭州养和医院有限公司、杭

州慈养老年医院有限公司、杭州下城慈

惠老年护理院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

实现。 

黄伟;徐连

胜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徐连胜承诺，以其承诺的昆山长海医院有

限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实现的税后合并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813万元、935万元、1075

万元、1129 万元和 1129 万元。 

2017

年 07

月 26

日 

2017 年 7

月 26 日

至 2022

年 04 月

30 日 

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实现的税后合并净利润分别

为 853.83 万元、967.37 万元，截止报

告期，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期间的业绩已经实现。 

丁蕾;丁盛;

江阴尚亿股

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江阴市

百意生物科

技有限公

司、沈敏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沈敏、江阴尚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丁蕾、丁盛、江阴市百意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承诺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00 万元、1,920 万元、2,308 万元、2,308

万元和 2,308 万元。 

2017

年 08

月 07

日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2022 年

04 月 30

日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2018 年度实现的税后合并净利润

分别为 1,647.15 万元、1,186.10 万元，

截止报告期，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

司 2017 年业绩承诺已完成，2018 年业

绩承诺未完成。 

首次

公开

发行

或再

融资

时所

作承

诺 

      

股权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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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其他

对公

司中

小股

东所

作承

诺 

      

承诺

是否

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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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3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参考深交所互动易宜华健康 2019

年 3 月 27 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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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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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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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奕民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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