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17-087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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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慈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泰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明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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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163,204,161.91

2,059,083,972.91

5.06%

875,633,743.75

843,152,626.03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255,833,676.22

16.08%

660,105,951.24

21.36%

8,994,525.10

54.73%

21,246,866.98

909.35%

9,040,081.20

205.61%

12,025,227.14

237.57%

27,041,446.40

-22.43%

73,380,180.97

1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5

54.41%

0.0248

89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5

54.41%

0.0248

89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35%

2.49%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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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系：处置全资子公司杭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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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552.56 加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益
106 万元。
主要系：江西丰城市政府给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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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400.00

业奖励扶持资金 425.64 万元；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政府给予
企业扶持资金 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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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系：公司出租物业转投资性房地
5,260,477.00

产半年度评估增值。

-231,6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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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060,188.83

合计

9,221,63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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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742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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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CIMIC
INDUSTRIAL

境外法人

46.73%

399,795,802

境外法人

7.20%

61,607,356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7%

21,161,240

境内自然人

1.21%

10,364,386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4,900,980

境内自然人

0.24%

2,016,500

国有法人

0.22%

1,859,780

陈生平

境内自然人

0.16%

1,354,114

项杭育

境内自然人

0.15%

1,247,700

陈田苗

境内自然人

0.13%

1,140,200

INC.（斯米克工

质押

273,900,000

业有限公司）
DIGITAL
PACIFIC INC.
（太平洋数码有
限公司）
上海杜行工业投
资发展公司
彭洁芳
浙江锦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王星华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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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CIMIC INDUSTRIAL INC.（斯米克

数量

399,795,802 人民币普通股

399,795,802

61,607,356 人民币普通股

61,607,356

上海杜行工业投资发展公司

21,161,240 人民币普通股

21,161,240

彭洁芳

10,364,386 人民币普通股

10,364,386

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900,98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980

王星华

2,0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6,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59,78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780

陈生平

1,354,114 人民币普通股

1,354,114

项杭育

1,2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7,700

陈田苗

1,14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200

工业有限公司）
DIGITAL PACIFIC INC.（太平洋数
码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和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同为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第 4 大股东彭洁芳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10,364,386 股，第 5 大股东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900,980 股，第 6 大股东王星华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016,500
股， 第 9 大股东项杭育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 1,2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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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货币资金

226,315,043.03

146,359,229.73

79,955,813.30

54.63%

应收票据

1,725,593.65

2,604,282.00

-878,688.35

-33.74%

其他流动资产

8,217,671.41

881,715.03

7,335,956.38

832.01%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

长期应收款

-

在建工程

69,531,437.12

45,592,635.21

23,938,801.91

52.51%

长期待摊费用

13,305,469.92

2,983,837.61

10,321,632.31

345.92%

应付职工薪酬

7,965,439.62

17,524,846.29

-9,559,406.67

-54.55%

应交税费

12,674,647.20

3,112,119.20

9,562,528.00

307.27%

应付利息

809,881.03

1,586,078.97

-776,197.94

-48.94%

17,000,000.00

-

库存股

17,000,000.00

-

变动原因分析：
1、货币资金：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取得的部分银行借款尚未动用。
2、应收票据：主要系本报告期以应收票据支付供应商货款减少。
3、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公司销售子公司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借方余额744万元于本科目列示。
4、长期应收款：系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2014年支付鄱阳湖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保证金，本报告期到期退回减
少。
5、在建工程：主要系：（1）本报告期荆州斯米克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工程进度款增加1700万元；（2）购置医疗设备及工
程款增加670万元。
6、长期待摊费用：主要系：（1）瓷砖展厅新增及更新装修增加600万元；（2）上海悦心综合门诊部和美国日星生殖中心有
限公司办公室装修费290万元。
7、应付职工薪酬：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末计提年奖减少所致。
8、应交税费：主要系（1）公司销售子公司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借方余额744万元列示于其他流动资产。（2）本报
告期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盈利计提应交所得税同比增加179万元。（3）本报告期缴纳计提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
印花税减少所致，同比减少132万元。
9、应付利息：系本报告期支付年初应付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的借款利息。
10、库存股：系本报告期按照回购价格5元/股计算员工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股340万股。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1）2017年7-9月与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6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7-9月

投资收益

196,914.36

营业外收入

301,433.29

所得税费用

1,303,772.10

同比增减

2016年7-9月
-

同比增减（%）

196,914.36

-

3,773,518.39

-3,472,085.10

-92.01%

591,165.73

712,606.37

120.54%

（2）2017年1-9月与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9月

资产减值损失

同比增减

2016年1-9月

同比增减（%）

11,138,748.79

8,330,501.89

2,808,246.90

33.7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260,477.00

9,684,400.00

-4,423,923.00

-45.68%

投资收益

3,462,899.82

3,462,899.82

-

营业外支出
少数股东损益

-

996,613.72

2,014,879.84

-1,018,266.12

-50.54%

-960,106.71

-680,683.84

-279,422.87

-41.05%

变动原因分析：
1、投资收益：7-9月认列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投资收益约20万元；本年1-9月认列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投资收益240万元
及转让全资子公司杭州之加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收益106万元，上年同期无。
2、营业外收入：7-9月同比减少347万元，减幅92.01%。主要系：上年7月收到江西丰城市政府给予企业扶持资金363.16万元。
本年于6月收到上海和江西两地政府补贴。两年收款期间不同所致。
3、所得税费用：7-9月同比增加71万元，增幅120.54%。系：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同比盈利增加，计提所得税费
用同比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本年1-9月同比增加约281万元，增幅33.71%。系：（1）存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663万元。其中：因销售
转回存货跌价准备1,220万元，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补提净额209万元；（2）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同比减少382万元。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年1-9月同比减少442万元，减幅45.68%。系：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同比减少。
6、营业外支出：1-9月同比减少约102万元，减幅50.54%，主要系：固定资产清理报废损失同比减少。
7、少数股东损益：1-9月同比减少约28万元，减幅41.05%。主要系：子公司上海斯米克健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承担
的亏损。
（三）现金流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98,481.75

-64,822,523.99

32,224,042.24

49.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69,191.98

8,701,593.28

33,067,598.70

380.02%

变动原因分析：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1）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
约644万元，系上年政府动迁公司部分场地相关资产处置收现；（2）处置全资子公司杭州之加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收到现金约124万元，上年同期无。（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745万元；（4）投
资支付现金同比减少约1,710万元。主要系上年投资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1,500万元，康智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500
万元，本年无。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1）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710万元。主要系收到员工认购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款1,700万元，上年同期无； （2）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5,710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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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江西鄱阳湖融资租赁款4980万元，上年同期无；（3）借款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993万元；（4）本年支付股东借款利
息等影响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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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2017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等议案，公司
决定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348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公司股本总额85,215万股的0.4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
共计46人，包括：公司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各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确定授予价格为每股5元，不低于本计划草案公布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交易均价的50%，即3.37元，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政策的相关规定。2017年7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以上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全部议案。
2017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了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8月8日。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日确定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二名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放弃认购其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8万股。因此，
公司本次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48万股调整为340万股。2017年9月2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公告》，相关的340万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29日。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852,150,000股增加至855,550,000股。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17年6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为：公司拟向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识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健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胡道虎5名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100.00%股权；拟向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木尚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健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晏行能4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全椒同仁医院有
限公司100.00%股权；拟向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识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健灏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赵方程4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建昌县中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00.00%股权。
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包括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
式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8,398.45万元，其中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以不低于3,000万元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的股份。
2017年7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
并于同日公司股票复牌。2017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全部议案并披露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2017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需提交全体非关联股东审议的全部议案。2017年10月23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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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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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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72%

至

64.45%

1,800

至

2,8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702.63

（1）公司采取对瓷砖工程市场的产品价格线下调延伸到容量更大的中端市
场的销售策略，预计瓷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以及健康板加大市场推广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和开发经销商渠道，预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公司加强产品管
理，预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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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2017 年 7 月 3 日投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相关链接：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16
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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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2017 年 7 月 11 日投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相关链接：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16
2/index.html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2017 年 8 月 8 日投

2017 年 08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相关链接：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16
2/index.html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慈雄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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