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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7                           证券简称：融捷健康                               公告编号：2020-020 

融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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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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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证天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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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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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健康 股票代码 3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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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俊 张蔚心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 34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 34 号 

传真 0551-65847577 0551-65847577 

电话 0551-65329393 0551-65329393 

电子信箱 saunaking@saunaking.com.cn zhangwx@saunaki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健康产品的经营，包括自有健康产品远红外桑拿房、按摩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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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小器械、空气净化器、远红外小产品等健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线上线下销售。

以及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为松下、锐步、富士等国际知名品牌的按摩器材和健身器材等健康

产品开展独家网上代理销售。 

同时，公司投资参股了健康服务、生命科技等大健康产业细分领域，包括中医医疗、远

程诊断、干细胞精准医疗等项目。 

当前主要产品如下： 

 

进口Saunalux远红外桑拿房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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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远红外桑拿房等 

雅典一号 雅典二号 雅典三号 维也纳 

    

VEGEE V1000 VEGEE V2000 MOLIGHT 卓绅第2代 

    

阳光汗蒸房 感恩宝 足膝养生仓(B290-3) 足膝养生仓（M300） 

 
   

按摩椅 
魔力仓 

LC6300 

按摩椅 

LC6202 

月亮椅 

LC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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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韵椅 

LC6100 

天威椅 

LC6000 

乐活椅 

LC3000 

   

天工椅 

LC7800S 

天悦椅 

LC5900 

乐沙发 

LC5000 

  
 

音乐摇摇椅 

LT108 

休闲沙发按摩椅 

LT328B 

3D沙发按摩椅 

LT328A 

塑形魔法师 

LT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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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a爱沙发 

LT308S 

魔方椅 

LT333 

车载专用按摩垫 

XP208 

商用按摩椅 

W1 

    

按摩椅 

AM-9600 

按摩椅 

AM-8800 

按摩椅 

AM-1890 

按摩椅 

AM-2670 

    

按摩椅 

AM-1670 

按摩椅 

AM-1068 

按摩椅 

AM-1062 

按摩椅 

AM-1060 

    

健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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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垫 
全能气压按摩垫 

FR-C19C 

全能揉捶按摩垫 

FR-H29 

智能指压按摩垫 

FR-C62C 

智能行走指压按摩垫 

FR-C12 

 

 
  

按摩脚机 
揉捶按摩脚机 

FR-F32B  

揉捶按摩脚机 

FR-F32C 

脚部按摩器 

FR-F25 

脚部按摩器 

FR-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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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按摩枕 
FR-P11 FR-P12 FR-P12N  FR-P18C 

    

颈肩加热按摩仪 
FR-N12 FR-N12C FR-N12S FR-N21 

 
   

空气净化器 
P300 P470 P880 P1800 

   
 

远红外小产品 
石墨烯电暖画 远红外聚能弧 远红外碳晶暖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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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自有品牌经营、ODM、国际知名品牌代理三种经营模式的互补，内外销相结合，

线上线下互动，建立较为完整的产品链和营销链，提升行业影响力。 

（1）自有品牌经营 

公司经营自有品牌SAUNAKING（桑乐金）、saunulux（桑络仕）、Veegee、Josen（卓绅）、

LITEC（久工）、CAREAIR等，产品涉及远红外桑拿房、按摩椅、按摩小器械、空气净化器、

远红外小产品等产品，通过经销、直营、电商、体验店、代理、共享六种销售方式，构建了

以经销商、商场终端、连锁卖场、电子商务、体验店等销售渠道相结合的立体营销网络。 

（2）ODM 

公司为国内外客户提供远红外桑拿房、按摩椅、按摩小器械、空气净化器、远红外小产

品等产品，客户遍及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国际知名品牌代理 

公司为松下、锐步、富士等国际知名品牌的按摩器材和健身器材在国内市场的线上独家

代理商，与该些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对多个分、子公司进行资源整合，对管理资源、客户资源、供应商

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在一定幅度上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为公司未来的可持

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报告期内，加强了销售管理，改善销售模式，缩短应收款账期，采取系列措施加快

了应收账款的回收，净现金流明显增加，公司资金状况大大改善。保证了公司经营发展的资
金需求。 

（3）报告期内，公司剥离了部分亏损子（孙）公司的股权，减轻负担、优化资源配置，

减少经营风险，充裕资金，为公司未来的轻装上阵打好基础。 

    （4）报告期内，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周期下行的影响，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毛利

率下滑，短期内对公司业绩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公司子公司深圳福瑞斯、上海瑞宇由于业绩

下滑，造成公司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使公司产生大额亏损。 

    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30,153,384.04元，同比下降31.34%；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16,058,364.25元，同比上升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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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阶段以及公司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 

（1）2016年是中国健康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元年。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大提出了健康国家建设的战略目标，把“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健康置于优先发
展的位置，提出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并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健康服务业”总规模于2020年、2030年要超过8万亿元和16万亿元。  

（2）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勾勒了建设“健康中国”的路线图，不仅再次明确了大健康

观的核心要义，即“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还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健康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的论断。 

（3）2019年6月，国家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相关文件，围绕疾病

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转变，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民对健康服务的需

求非常迫切。 

（4）2020年1月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全国上下对于大健康产业的高度关注，

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民健康教育，人们对多层次、多样化的大健康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必将日

益高涨。大健康产业发展空间极为巨大。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自2015年转型大健康产业以来，现已涉及健康产品、健康服务及生命科技等产业细

分领域。主营业务为健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有远红外桑拿房、按摩椅、按摩小器

械、空气净化器、远红外小产品。同时，投资参股了远程诊断、干细胞精准医疗等项目。 

国内远红外桑拿房行业发展平稳，公司经营的远红外桑拿房为公司上市之初产品，在国

内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较高。国内保健按摩器械增长势头良好，但行业竞争

参与者众多，公司按摩椅、按摩小器械、空气净化器等产品主要为ODM代工或者代理销售，

竞争力较低，市场占有率比较低。 

公司投资参股的远程诊断、干细胞精准医疗等项目进入门槛高，但整体仍处于初期发展

阶段，长远看市场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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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30,153,384.04 1,063,357,911.35 -31.34% 1,218,055,66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6,058,364.25 -782,170,138.54 8.45% 67,708,14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981,321.92 -795,348,547.91 2.18% 86,447,36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63,464.55 5,556,981.71 1,700.68% -72,810,34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99 10.1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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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9 -0.99 10.10%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30% -40.10% -18.20% 2.1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34,527,481.31 2,018,655,562.47 -43.80% 2,989,705,09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6,231,983.53 1,586,313,290.03 -44.76% 2,353,467,571.6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3,438,190.21 168,337,903.20 178,851,390.51 199,525,90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62,903.27 -4,739,967.77 10,047,872.86 -701,003,36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64,639.28 -4,455,061.04 9,789,668.17 -762,051,28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60,850.33 73,904,302.25 16,842,324.86 -9,744,0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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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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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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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3% 102,393,302 0 质押 80,931,000 

金道明 境内自然人 8.42% 67,738,800 65,354,100 质押 67,738,800 

韩道虎 境内自然人 6.08% 48,897,351 48,736,999   

金浩 境内自然人 2.08% 16,758,752 12,569,063   

马绍琴 境内自然人 1.76% 14,169,400 14,167,050   

栗忠玲 境内自然人 1.48% 11,870,000 0   

安徽皖投工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9,650,053 0   

安徽高新毅达

皖江产业发展

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9,544,008 0   

潘建忠 境内自然人 0.81% 6,505,195 0   

庆天 境内自然人 0.69% 5,510,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股东之间，金道明与马绍琴为夫妻关系，金道明、马绍琴与金浩为父（母）子关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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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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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呈现总体放缓态势，中美贸易战持续，贸易额大幅下降，国

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积累、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复杂市场环

境，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战略，公司管理团队严格落实“减轻负担、轻装前行”的工作
方针，主动应对市场变化，科学调整应对策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内部管理与控制、完善

考核机制、剥离不良业务、优化资产结构；在各分子公司间开展管理整合与优化，提高管理

效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经营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营负担，逐步进入了资产优、

负债轻的较好局面，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完善法人治理，构建科学高效的绩效考核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重新修订了较为完善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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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

度》、《董事、监事津贴实施方案》等制度，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设置了与公司经营相适

应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

形成了一套较为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现状调整了绩效管理框架，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

方案》和《普通员工绩效考核方案》，全面构建了公司、部门、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倡导

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文化，融合先进的绩效管理理念，通过公司目标、部门目标与个人

目标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帮助企业协调员工活动与组织战略，监控并准确评估员工绩效和管

理绩效，有效提高了工作执行力，激发了团队活力。 

（二）减负轻行，剥离3个子/孙公司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多个子公司面临亏损状态，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出售了孙公司乐馨健康

的控制权，转让了全资子公司德国Saunalux公司100%股权，让出了乐金君泽的控制权，这些

亏损公司股权的出售或控制权的让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司负担，逐步进入了资产优、

负债轻的较好局面，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采取系列措施，现金收入比持续好转 

报告期内，通过采取下列各项措施，公司共收回历史应收账款14771.62万元，现金收入

比为124.68%，相比2018年的104.68%和2017年的79.22%，持续好转。 

1、通过优化客户资源，减少风险客户的供货，缩短应收账款账期，2019年新发生业务产

生的应收账款较以前年度大幅减少； 

2、通过债权转让，盘活了年限较长风险较大的部分应收账款，合计收回应收账款6158.14

万元； 

3、对于因受共享经济退潮偿债能力差的客户，采取每月还款的形式，逐渐减少应收账款

余额。 

（四）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化，有效降低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对多个分、子公司进行资源整合，对管理资源、客户资源、供应商资源

进行整合与优化。主要表现在：共享及优化供应链资源，降低采购成本；各分子公司制造体

系联动，降低生产成本；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产销关联，推动产品创新；优化客户资源，

去芜存菁，降低销售风险；精简机构，剔除冗余人员，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 

（五）通过各项管理优化，资金状况明显好转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生产、采购、销售、财务等各项管理的持续优化，资金状况明显好

转，其中：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006.35万元，相比2018年的555.70万元，增加9450.65

万元。 

2、有息负债2019年末为3550万元，相比2018年末的15473.65万元，减少11923.65万元。 

（六）控股股东增加持股比例，彰显公司长期发展信心 

报告期内，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公司控

股股东融捷集团持续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共增持160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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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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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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椅 110,760,076.41 91,468,758.76 17.42% -46.20% -41.05% -7.22% 

按摩小电器 230,819,801.89 222,009,644.88 3.82% -31.22% -16.31% -17.14% 

远红外理疗房 173,734,930.14 138,657,361.32 20.19% -4.69% -0.5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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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

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后

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

整，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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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依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及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

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

月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
1日余额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137,296.95 -100,137,296.9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5,137,296.95 35,137,296.9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5,000,000.00 65,00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

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

月1日余额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5,000,000.00 -65,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5,000,000.00 65,000,000.00 

2、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

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和金额如下 ：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83,588,037.07 应收票据 12,000,000.00 

应收账款 371,588,037.0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1,616,085.26 应付票据 11,763,180.99 

应付账款 169,852,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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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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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股权处置 股权处 丧失控制 丧失控制权时 处置价款与处 丧失控制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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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比例 置方式 权的时点 点的确定依据 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日剩余股权的

比例 

Saunalux GmbH Products 

& Co KG 

5,100,000.00 100.00% 出售 2019/12/3

1 
控制权转移 22,687,162.09 - 

安徽乐金健康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0,170,000.0

0 

58.00% 出售 2019/8/31 控制权转移 9,212,518.92 15.00% 

续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剩余股权产生

的利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

余股权公允价值的

确定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Saunalux GmbH Products 
& Co KG 

- - - - - 

安徽乐金健康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630,136.99 2,629,500.00 -636.99 按本期交易对价 - 

注1：2019年12月26日，本公司与Manten Europe GmbH（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了《关于Saunalux 

GmbH Products & Co KG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以1000.00万元人民币转让全资子公司Saunalux 

GmbH Products & Co KG（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00.00%股权予受让方，定价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至交割日（2019年12月31日）目标公司损益由本公司承担，如目标公司亏损，本公司承担亏

损额不超过490.00万元。经会计师确认的目标公司交割期损益为-516.84万元，股权转让的实际交易额为

510.00万元，款项于2019年12月27日支付，股权于2020年2月6日变更完毕。 

注2：2019年6月15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安徽乐金健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金健康”）

与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医疗”）、汪勇签订了《安徽乐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三方约定：乐金健康将其持有的安徽乐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8.00%

的股权分别以859.00万元的价格转让49.00%的股权予阳光医疗、以158万元的价格转让9.00%的股权予汪

勇，股权转让后乐金健康尚持有目标公司15.00%的股权。2019年8月31日，公司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2019

年9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2019年10月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乐金君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金君泽”）股东

会决议，同意乐金君泽注册资本从499.75万元变更为516.75万元，由原股东游通欣以现金增资17万元，增

资后本公司从原持股51.03%变更为持股49.35%，不再具有控制权，改为权益法核算。以上增资已完成，并

于2019年11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乐金君泽于2017年9月18日设立，公司自成立以来历年亏损，截止2019年10月31日，公司净资产为

-488.20万元。出售前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失去控制权改按权益法核算，按现持股比例计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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