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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商誉减值测算报告》的更正公告

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20-61
债券代码：112807 债券简称：18 宜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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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商誉减值测算
报告》，经公司事后审查发现，部分披露事项存在差错。 现对《2019 年年度报告》、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商誉减值测算报告》进行更正，本次更正对公司各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具体更正如下：

一、《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
（一）“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2019 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年

营业收入（元） 1,792,237,334.32 2,204,000,845.
00 -18.68% 2,116,173,23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
572,228,737.16 177,415,273.27 -986.19% 173,955,260.1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
800,140,714.67 137,003,970.43 -1,413.93% 169,899,816.0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57,361,822.67 372,738,371.87 -57.78% 44,900,82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7913 0.283 -732.97% 0.27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7913 0.283 -732.97% 0.2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57% 7.55% -99.12% 7.08%

2019 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元） 5,951,875,681.65 8,274,170,308.
60 -28.07% 7,635,114,8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797,605,395.58 2,412,186,037.

52 -66.93% 2,284,681,62
2.73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年

营业收入（元） 1,792,237,334.32 2,204,000,845.
00 -18.68% 2,116,173,23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
572,228,737.16 177,415,273.27 -986.19% 173,955,260.1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
800,140,714.67 137,003,970.43 -1,413.93% 169,899,816.0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57,361,822.67 372,738,371.87 -57.78% 44,900,82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7913 0.2830 -732.97% 0.27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7913 0.2830 -732.97% 0.2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57% 7.55% -99.12% 7.08%

项目 2019 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元） 5,951,875,681.65 8,274,170,308.
60 -28.07% 7,635,114,8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797,605,395.58 2,412,186,037.

52 -66.93% 2,284,681,62
2.73

（二）“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0,037,268.07 418,382,621.66 452,991,632.9
5 400,825,8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037,217.08 -46,542,525.96 -3,895,803.23 -1,

574,827,62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981,216.64 -48,020,492.03 -4,166,221.64 -1,

800,935,21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479,648.18 109,612,065.58 -211,

921,726.32 136,377,271.10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0,037,268.07 418,382,621.66 452,991,632.9
5 400,825,8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037,217.08 -46,542,525.96 -3,895,803.23 -1,

574,827,62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981,216.64 -48,020,492.03 -4,166,221.64 -1,

800,935,21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479,648.18 109,612,065.58 -211,

921,726.32 206,191,835.23

（三）“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之“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更正前：
1、渠道和网络优势
公司目前是国内服务网络最广的医疗综合后勤服务提供商之一， 为全国近

120 家的大中型综合医院提供全方位非诊疗综合服务； 公司已直接控制或间接控
制（含托管）的医院达到了 19 家。 管理的医疗床位接近 10000 张、护理床位超过
2000 张；公司目前运营多个养老社区，覆盖城市包括上海、杭州、嘉兴、宁波、青岛、
三亚等地，拥有的中高端养老公寓超过 3000 套。

（……）
更正后：
1、渠道和网络优势
公司目前是国内服务网络最广的医疗综合后勤服务提供商之一， 为全国近

120 家的大中型综合医院提供全方位非诊疗综合服务； 公司已直接控制或间接控
制（含托管）的医院达到了 18 家。 管理的医疗床位接近 10000 张、护理床位超过
2000 张；公司目前运营多个养老社区，覆盖城市包括上海、杭州、嘉兴、宁波、青岛、
三亚等地，拥有的中高端养老公寓超过 3000 套。

（……）
（四）“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一、概述”：
更正前：
（……）
（一）明确医疗产业战略发展方向，健全风险内控管理体系
目前，公司在医疗产业已形成较大规模。 2019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达孜赛勒康

与各下属医院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明确未来战略目标，落实医院的经营目
标与医院管理层绩效考核相结合，加强医院的品牌建设。 同时，对已投资的医院项
目进行梳理，报告期内，公司因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终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签署的《特许经营权协议》，达孜赛勒康因在原协议关键问题上与对手方
未能达成一致，公司本着审慎原则，终止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 股权。 截止目
前，公司已控股和托管的医院数量共有 19 家，报告期，初步构建了公司的风险内控
管理组织体系， 明确了公司及下属各医院的在风险与内控管理工作上的职责，以
及公司与下属各医院之间的信息管理与沟通机制。

（……）
更正后：
（……）
（一）明确医疗产业战略发展方向，健全风险内控管理体系
目前，公司在医疗产业已形成较大规模。 2019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达孜赛勒康

与各下属医院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明确未来战略目标，落实医院的经营目
标与医院管理层绩效考核相结合，加强医院的品牌建设。 同时，对已投资的医院项
目进行梳理，报告期内，公司因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终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签署的《特许经营权协议》，达孜赛勒康因在原协议关键问题上与对手方
未能达成一致，公司本着审慎原则，终止收购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有限公司、义乌市三溪中医药研究所各 65%� 股权。 截止目
前，公司已控股和托管的医院数量共有 18 家，报告期，初步构建了公司的风险内控
管理组织体系， 明确了公司及下属各医院的在风险与内控管理工作上的职责，以
及公司与下属各医院之间的信息管理与沟通机制。

（……）
（五）“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入与成本”：
更正前：
（……）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医疗板块 1,574,111,74
0.28

1,262,801,97
3.26 19.78% -18.26% -10.07% -7.30%

养老板块 218,125,594.
04

203,025,071.
53 6.92% -21.60% 77.88% -52.06%

分产品
医疗后勤综合
服务

1,038,114,61
3.25

933,824,589.
65 10.05% 1.72% 6.24% -3.82%

医疗专业工程 28,312,666.1
8

29,853,719.2
8 -5.44% -87.78% -84.96% -19.77%

医疗商品销售 10,266,840.6
6 6,090,251.93 40.68% -62.36% -71.16% 18.11%

医疗投资运营 116,810,006.
56

75,495,794.5
4 35.37% -49.18% -1.51% -31.28%

医院经营业务 374,005,718.
58

216,421,044.
68 42.13% -9.56% -5.45% -2.52%

养老专业服务 192,349,246.
81

200,150,476.
02 -4.06% -28.04% 79.63% -62.38%

其他业务 32,378,242.2
8 3,991,168.69 87.67% 135.97% 44.45% 7.81%

分地区

华东 862,154,631.
98

609,069,745.
22 29.35% -16.90% 13.86% -19.09%

华南 638,249,663.
47

580,691,271.
92 9.02% -19.28% -13.31% -6.26%

西南 103,025,821.
72

92,519,851.3
4 10.20% -27.17% -19.24% -8.81%

华中 92,655,253.2
2

92,229,567.1
3 0.46% -45.19% -38.40% -10.98%

西北 6,388,957.60 5,842,516.86 8.55% -44.99% 12.56% -46.76%

华北 89,763,006.3
3

85,474,092.3
2 4.78% 83.66% 110.84% -12.28%

（……）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医疗板块 1,262,801,97
3.26 86.20% 1,404,244,97

2.81 92.48% -10.07%

养老板块 203,025,071.
53 13.86% 114,133,914.

90 7.52% 77.88%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医疗后勤综合
服务

933,824,589.
65 63.75% 879,015,133.

12 57.89% 6.24%

医疗专业工程 29,853,719.2
8 2.04% 198,511,190.

46 13.07% -84.96%

医疗商品销售 6,090,251.93 0.42% 21,117,919.8
5 1.39% -71.16%

医疗投资运营 75,495,794.5
4 5.15% 76,650,162.1

9 5.05% -1.51%

医院经营业务 216,421,044.
68 14.77% 228,897,834.

76 15.08% -5.45%

养老专业服务 200,150,476.
02 13.66% 111,423,593.

90 7.34% 79.63%

其他业务 3,991,168.69 0.27% 2,763,053.43 0.18% 44.45%
（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 是 □ 否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达孜赛勒

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宜华健康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宜华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产业有限公司、汕尾宜华岭南投资
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投资设立增加山东众安康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青岛亲和源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亲和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均
为二级子公司。

（……）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91,921,907.95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 10.71%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
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53,737,674.65 3.00%

2 第二名 49,056,523.11 2.74%

3 第三名 30,790,411.70 1.72%

4 第四名 29,727,600.88 1.66%

5 第五名 28,609,697.61 1.60%

合计 -- 191,921,907.95 10.71%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97,263,672.7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22.93%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
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65,036,863.78 7.56%

2 第二名 53,165,124.34 6.18%

3 第三名 35,553,319.82 4.13%

4 第四名 25,320,879.13 2.94%

5 第五名 18,187,485.71 2.11%

合计 -- 197,263,672.78 22.93%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医疗板块 1,574,111,74
0.28

1,262,801,97
3.26 19.78% -18.26% -10.07% -7.30%

养老板块 218,125,594.
04

203,025,071.
53 6.92% -21.60% 77.88% -52.06%

分产品
医疗后勤综合
服务

1,038,114,61
3.25

933,824,589.
65 10.05% 1.72% 6.24% -3.82%

医疗投资运营 116,810,006.
56

75,495,794.5
4 35.37% -49.18% -1.51% -31.28%

医院经营业务 374,005,718.
58

216,421,044.
68 42.13% -9.56% -5.45% -2.52%

养老专业服务 192,349,246.
81

200,150,476.
02 -4.06% -28.04% 79.63% -62.38%

分地区

华东 862,154,631.
98

609,069,745.
22 29.35% -16.90% 13.86% -19.09%

华南 638,249,663.
47

580,691,271.
92 9.02% -19.28% -13.31% -6.26%

西南 103,025,821.
72

92,519,851.3
4 10.20% -27.17% -19.24% -8.81%

华中 92,655,253.2
2

92,229,567.1
3 0.46% -45.19% -38.40% -10.98%

西北 6,388,957.60 5,842,516.86 8.55% -44.99% 12.56% -46.76%

华北 89,763,006.3
3

85,474,092.3
2 4.78% 83.66% 110.84% -12.28%

（……）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医疗板块 1,262,801,973.2
6 86.20% 1,404,244,97

2.81 92.48% -10.07%

养老板块 203,025,071.53 13.86% 114,133,914.
90 7.52% 77.88%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医疗后勤综合
服务 933,824,589.65 63.75% 879,015,133.

12 57.89% 6.24%

医疗专业工程 29,853,719.28 2.04% 198,511,190.
46 13.07% -84.96%

医疗商品销售 6,088,402.87 0.42% 21,117,919.8
5 1.39% -71.16%

医疗投资运营 75,495,794.54 5.15% 76,650,162.1
9 5.05% -1.51%

医院经营业务 216,421,044.68 14.77% 228,897,834.
76 15.08% -5.45%

养老专业服务 200,150,476.02 13.66% 111,423,593.
90 7.34% 79.63%

其他业务 3,993,017.75 0.27% 2,763,053.43 0.18% 44.45%
（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 是 □ 否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达孜赛勒

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宜华健康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宜华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产业有限公司、汕尾宜华岭南投资
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投资设立增加山东众安康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青岛亲和源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亲和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本
年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与贵州爽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贵州众爽后
勤管理有限公司清算和处置的备忘录，贵州众爽后勤管理有限公司终止经营，本年
变动均为公司二级子公司。

（……）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230,508,367.08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12.8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
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53,737,674.65 3.00%

2 第二名 51,607,954.59 2.88%

3 第三名 49,350,073.26 2.75%

4 第四名 41,598,360.74 2.32%

5 第五名 34,214,303.84 1.91%

合计 -- 230,508,367.08 12.8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62,321,186.77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23.44%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
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65,036,863.78 9.39%

2 第二名 35,553,319.82 5.13%

3 第三名 25,320,879.13 3.66%

4 第四名 18,222,638.33 2.63%

5 第五名 18,187,485.71 2.63%

合计 -- 162,321,186.77 23.44%

（六）“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5、现金流”：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82,588,778.89 2,245,114,607.99 23.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25,226,956.22 1,872,376,236.12 4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7,361,822.67 372,738,371.87 -57.7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926,951.39 224,788,712.70 -32.8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6,669,534.04 1,012,292,113.41 -70.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5,742,582.65 -787,503,400.71 -93.6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79,606,868.52 3,351,729,415.68 -26.0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46,717,008.24 3,134,673,443.34 -21.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889,860.28 217,055,972.34 -84.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4,509,100.30 -197,675,054.63 -122.52%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比上年减少 57.78%，主要系本期公司销

售业务减少，收回货款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比上年减少 93.67%，主要系本期收缩投

资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比上年减少 84.85%，主要系本期收到筹

资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82,588,778.89 2,245,114,607.99 15.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25,226,956.22 1,872,376,236.12 3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7,361,822.67 372,738,371.87 -57.7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926,951.39 224,788,712.70 -32.8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6,669,534.04 1,012,292,113.41 -70.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5,742,582.65 -787,503,400.71 -81.4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79,606,868.52 3,351,729,415.68 -26.0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46,717,008.24 3,134,673,443.34 -21.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889,860.28 217,055,972.34 -84.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4,509,100.30 -197,675,054.63 -122.52%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适用□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比上年减少 57.78%，主要系本期公司销
售业务减少，收回货款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比上年减少 81.49%，主要系本期收缩投
资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比上年减少 84.85%，主要系本期收到筹
资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
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本年确认资产减值准备 159,542.56 万元，资产折旧、摊销、长期待

摊摊销 25,193.2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208.34 万元导致。
（七）“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三、非主营业务分析”：
更正前：
单位：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
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

投资收益 -7,188,625.56 0.49%
主要是本期确认的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2,083,419.40 -22.49%

主要系子公司及下
属个别公司未达到
业绩承诺及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确认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资产减值 -1,483,159,650.00 100.47%
主要是本期计提商
誉减值及部分长期
资产减值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85,926.61 -0.11%
主要是由于去年同
期确认爱奥乐业绩
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9,129,085.50 -8.07%

主要是由于本期确
认新疆人民医院终
止合同损失及租赁
合同纠纷违约金所
致

更正后：
单位：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
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

投资收益 -7,188,625.56 0.49%
主要是本期确认的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2,083,419.39 -22.49%

主要是子公司及下
属个别公司未达到
业绩承诺及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确认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资产减值 -1,483,159,650.25 100.47%
主要是本期计提商
誉减值及部分长期
资产减值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85,926.61 -0.11% 主要是由于其他营
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9,129,085.45 -8.07%

主要是由于本期确
认终止合同损失及
租赁合同纠纷违约
金所致。

（八）“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四、资产及负债情况，1、资产构成重大
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9 年末 2019 年初

比重增
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168,556,0
84.28 2.83% 344,297,98

5.64 4.16% -1.33%

主要是本期保证金存
款到期偿还贷款、票
据及筹资活动收到的
现金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994,942,2
34.43 16.72% 1,031,370,8

22.59 12.46% 4.26%

存货 207,536,9
48.82 3.49% 152,289,97

4.93 1.84% 1.65%
主要是本期建造合同
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
资产增多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8,995,30
8.56 0.82% 28,174,551.

88 0.34% 0.48%
主要是本期新增对外
租赁房屋建筑物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330,917,2
28.32 5.56% 343,705,94

7.81 4.15% 1.41%

固定资产 653,198,0
56.68 10.97% 718,788,44

9.73 8.69% 2.28%

在建工程 309,417,6
35.80 5.20% 512,053,42

5.86 6.19% -0.99%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养
老社区验收结转所
致。

短期借款 1,637,809,
635.19 27.52% 1,310,800,0

00.00 15.84% 11.68% 主要是本期新增短期
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 572,900,3
88.21 9.63% 919,962,16

2.21 11.12% -1.49%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6,648,9
65.06 6.50% 658,264,34

1.43 7.96% -1.46%

主要是本期保证金存
款到期偿还贷款、票
据及筹资活动收到的
现金减少所致。

更正后：
单位：元

2019 年末 2019 年初
比重增
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168,556,0
84.28 2.83% 344,297,98

5.64 4.18% -1.35%

货币资金本期末较期
初减少 51.04%，主要
系偿还到期票据融
资，票据保证金等其
他货币资金相应减少
所致。

应收账款 994,942,2
34.43 16.72% 1,031,370,8

22.59 12.53% 4.19% 无重大变动

存货 207,536,9
48.82 3.49% 152,289,97

4.93 1.85% 1.64%

存货本期末较期初增
长 36.28%，主要系本
期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增多
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6,648,9
65.06 6.50% 658,264,34

1.43 8.00% -1.50%

其他应收款本期末较
期初减少 41.26%，主
要系本期收回爱奥乐
股权转让款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8,995,30
8.56 0.82% 28,174,551.

88 0.34% 0.48%

投资性房地产本期末
较期初增长 73.9%，
主要系本期新增对外
租赁房屋建筑物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30,917,2
28.32 5.56% 343,705,94

7.81 4.18% 1.38% 无重大变动

固定资产 653,198,0
56.68 10.97% 718,788,44

9.73 8.73% 2.24% 无重大变动

在建工程 309,417,6
35.80 5.20% 512,053,42

5.86 6.22% -1.02%

在建工程本期末较期
初减少 39.57%，主要
系本期子公司养老社
区验收结转所致。

短期借款 1,637,809,
635.19 27.52% 1,310,800,0

00.00 15.93% 11.59%

短期借款本期末较期
初增长 24.95%，主要
系本期新增短期贷款
所致。

长期借款 572,900,3
88.21 9.63% 919,962,16

2.21 11.18% -1.55%

长期借款本期末较期
初减少 37.73%，主要
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
致。

（九）“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四、资产及负债情况，2、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资产和负债”：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计
提的减
值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其他变
动 期末数

金融资产

其他 0.00
-2,

594,969.8
8

145,081,
348.78

142,486,
378.90

上述合计 0.00 145,081,
348.78

142,486,
378.90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计
提的减
值

本期购
买金额

本
期
出
售
金
额

其他变
动 期末数

金融资产

其他 0.00
-2,

594,969.8
8

145,08
1,348.7

8

142,486,378.9
0

上述合计 0.00
-2,

594,969.8
8

145,08
1,348.7

8

142,486,378.9
0

金融负债

上述合计 0.00 0.00

（十）“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五、投资状况，1、总体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104,400,000.00 407,000,000.00 -74.35%

更正后：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159,192,000.00 407,000,000.00 -60.89%

（十一）“第四节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更正前：
（……）
5、商誉减值风险
2014 年 -2018 年，公司陆续收购了众安康 100%股权、达孜赛勒康 100%股权与

亲和源 100%股权及各个医院标的等资产，使得公司在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产业实
现规模的快速扩张。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及公司经营影响，2019 年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及下属医院业绩未达成预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相
关规定，公司对所投资的企业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
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若未来公司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影响等导致业
绩未达预期，仍面临商誉减值风险，可能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一定影响。

更正后：
（……）
5、商誉减值风险
2014 年 -2018 年，公司陆续收购了众安康 100%股权、达孜赛勒康 100%股权与

亲和源 100%股权及各个医院标的等资产，使得公司在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产业实
现规模的快速扩张。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国家医保政策变化及公司经营影响，
2019 年公司下属部分全资子公司及下属部分医院业绩未达成预期，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公司对所投资的企业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
值测试，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45,639.34 万元，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2,044.41 万元，
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价值 47,056.08 万元。 若未来公司受到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影响等导致业绩未达预期，仍面临商誉
减值风险，可能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一定影响。

（十二）“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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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货币资金 80,309,436.60 80,309,436.60

其他应收款 1,152,888,115.61 1,152,888,115.6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1,000,000.00 -121,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1,259,162.20 71,259,162.20

应付账款 1,926,792.07 1,926,792.07

其他应付款 1,283,717,210.36 1,283,717,210.36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31,370,822.59 1,031,370,822.5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31,370,822.59 -1,031,370,822.59

应付票据 563,607,500.00 563,607,500.00

应付账款 507,038,707.03 507,038,707.0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70,646,207.03 -1,070,646,207.03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460,000,000.00 460,000,000.00

应付账款 1,926,792.07 1,926,792.0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1,926,792.07 -461,926,792.07

2018 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管理费用 261,594,259.01 261,594,259.01

研发费用 990,672.22 990,672.22

2018 年度受影响的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管理费用 30,863,085.38 30,863,085.38

研发费用

更正后：
（……）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货币资金 80,309,436.60 80,309,436.60

其他应收款 1,152,888,115.61 1,152,888,115.6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1,000,000.00 -121,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1,937,086.79 71,937,086.79

应付账款 1,926,792.07 1,926,792.07

其他应付款 1,283,717,210.36 1,283,717,210.36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31,370,822.59 1,031,370,822.5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31,370,822.59 -1,031,370,822.59

应付票据 563,607,500.00 563,607,500.00

应付账款 507,038,707.03 507,038,707.0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70,646,207.03 -1,070,646,207.03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460,000,000.00 460,000,000.00

应付账款 1,926,792.07 1,926,792.0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1,926,792.07 -461,926,792.07

（十三）“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1、与日常交易相关的关联
交易”：

更正前：

关联
交易
方

关联
关系

关联
交易
类型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关联
交易
价格

关联
交易
金额
（万
元）

占
同
类
交
易
金
额
的
比
例

获
批
的
交
易
额
度

（万
元）

是否
超过
获批
额度

关联
交易
结算
方式

可获
得的
同类
交易
市价

披
露
日
期

披露
索引

宜华
生活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及其
子公
司

受同
一控
股股
东及
最终
控制
方控
制的
其他
企业

采购
商品
/接
受劳
务

购买
家具

市场
价

市场
价 307.3 5,00

0 否 现金 307.3

汕头
宜华
国际
大酒
店有
限公
司

受同
一控
股股
东及
最终
控制
方控
制的
其他
企业

采购
商品
/接
受劳
务

住宿
餐饮

市场
价

市场
价 29.09 400 否 现金 29.09

深圳
市观
澜格
兰云
天大
酒店
投资
有限
公司

受同
一控
股股
东及
最终
控制
方控
制的
其他
企业

采购
商品
/接
受劳
务

住宿
餐饮

市场
价

市场
价 4.83 200 否 现金 4.83

合计 -- -- 341.2
2 -- 5,60

0 -- --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无

按类别对本期将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总金额预计
的，在报告期内的实际履行
情况（如有）

详见上表

交易价格与市场参考价格差
异较大的原因（如适用） 不适用

更正后：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重大关联交易。
（十四）“第九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之“五、员工情况，1、员

工数量、专业构成及教育程度”：
更正前：

母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人） 27
主要子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人） 11,733
在职员工的数量合计（人） 11,760
当期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人） 3,285
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需承担费用的离退休职工人
数（人） 1

专业构成
专业构成类别 专业构成人数（人）

生产人员 10,165
销售人员 49
技术人员 522
财务人员 137
行政人员 887
合计 11,760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类别 数量（人）
博士 5
硕士 54
本科 512
大专 1,578
大专以下 9,611
合计 11,760

更正后：
母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人） 27
主要子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人） 11,733
在职员工的数量合计（人） 11,760
当期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人） 11,760
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需承担费用的离退休职工人
数（人） 3,284

专业构成
专业构成类别 专业构成人数（人）

生产人员 10,165
销售人员 49
技术人员 522
财务人员 137
行政人员 887
合计 11,760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类别 数量（人）
博士 5
硕士 54
本科 512
大专 1,578
大专以下 9,611
合计 11,760

（十五）“第十节公司治理”之“九、内部控制情况，2、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更正前：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日
期 2020 年 04 月 30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索
引 http://www.cninfo.com.cn/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比例

100.00%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营业收入占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
比例

100.00%

缺陷认定标准
类别 财务报告 非财务报告

定性标准

1.1.1 如果一项缺陷或者缺陷组合
导致不能防止或发现并纠正如下
行为 /事项，或者该缺陷或缺陷组
合能够直接导致如下行为 /事项
的发生，该缺陷或缺陷组合被认
定为重大缺陷：

2.1.1 重大缺陷,是指一
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
组合,可能导致公司严
重偏离控制目标；

定量标准

1.2.1 对可能造成资产负债表科目
错报金额小于资产总额 0.5%或者
对可能造成利润表科目错报金额
小于营业收入总额 0.5%的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为一般缺陷；

2.2.1 对可能造成直接
财产损失金额小于资
产总额 0.5%的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为一般缺
陷；

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更正后：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日
期 2020 年 04 月 30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索
引 http://www.cninfo.com.cn/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比例

100.00%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营业收入占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
比例

100.00%

缺陷认定标准
类别 财务报告 非财务报告

定性标准

（1）如果一项缺陷或者缺陷组合导
致不能防止或发现并纠正如下行
为 /事项，或者该缺陷或缺陷组合
能够直接导致如下行为 /事项的
发生，该缺陷或缺陷组合被认定
为重大缺陷：A.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舞弊；B.注册会计师发现
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而
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发现
该错报；C.企业审计委员会和内部
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
效。（2）如果一项缺陷或者缺陷组
合导致不能防止或发现并纠正如
下行为 /事项，或者该缺陷或缺陷
组合能够直接导致如下行为 /事
项的发生，该缺陷或缺陷组合被
认定为重要缺陷：A.未依照公认会
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B.未
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C.对
于非常规或特殊交易的账务处理
没有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
实施，且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
D.对于期末财务报告过程的控制
存在一项或多项缺陷从而不能合
理保证编制的财务报表达到真
实、准确的目标。（3）一般缺陷是
指除上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
外的其他控制缺陷。

（1）重大缺陷，是指一
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
组合，可能导致公司严
重偏离控制目标；（2）
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
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
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
果低于重大缺陷，但仍
有可能导致企业偏离
控制目标；（3）一般缺
陷，是指除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以外的其他
缺陷。

定量标准

（1）对可能造成财务报表错报金额
小于资产总额 0.5%或者税前利润
总额 3%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为
一般缺陷；（2）对可能造成财务报
表错报金额大于等于资产总额
0.5%，但小于 3%的，或者报表错报
金额大于等于税前利润总额 3%，
但小于 5%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
为重要缺陷；（3）对于可能造成财
务报表错报金额大于等于资产总
额 3%或者税前利润总额 5%的内
部控制缺陷，认定为重大缺陷。

（1）对可能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金额小于资产
总额 0.5%的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为一般缺
陷；（2）对可能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大
于或等于资产总额
0.5%但小于 1%的内部
控制缺陷，认定为重要
缺陷；（3）对可能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大于
或等于资产总额 1%的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为
重大缺陷。

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十六）“第十一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之“八、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150,566,991.98 494,859,051.46 -332.50%
流动比率 58.72% 66.36% -7.64%
资产负债率 84.68% 69.50% 15.18%
速动比率 53.55% 62.84% -9.29%
EBITDA全部债务比 -37.00% 12.30% -49.30%
利息保障倍数 -6.75 1.73 -490.1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68 1.87 -10.16%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9 2.49 -336.95%
贷款偿还率 97.15% 100.00% -2.85%
利息偿付率 99.39% 100.00% -0.61%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适用 □ 不适用
1、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本年比上年减少 332.50%，EBITDA 全部债务比本年比

上年减少 49.3%，利息保障倍数本年比上年减少 490.17%，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本
年比上年减少 336.95%，主要系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及部分长期资产减值导致利润总
额减少所致。

更正后：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06,557 49,486 -315.33%
流动比率 58.72% 66.36% -7.64%
资产负债率 84.68% 69.50% 15.18%
速动比率 53.55% 62.84% -9.29%
EBITDA全部债务比 -34.26% 12.30% -46.56%
利息保障倍数 -6.75 1.73 -490.1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14 1.87 14.44%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46 2.49 -319.28%
贷款偿还率 97.11% 100.00% -2.89%
利息偿付率 99.36% 100.00% -0.64%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适用□不适用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本年比上年减少 315.33%，EBITDA 全部债务比本年比上

年减少 46.56%%， 利息保障倍数本年比上年减少 490.17%，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年比上年减少 319.28%，主要系本期计提商誉减值、部分长期资产减值、确认合同
终止及违约损失等导致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十七）“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一、审计报告”：
更正前：

审计报告正文
（……）
3.� �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 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

项。 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 我们不
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关键审计事项汇总如下：
（一）商誉减值

关键审计事项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

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宜华

健康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商誉账面价
值为人民币 192,695.42 万元， 占期
初资产总额的 23.29%。 宜华健康对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在每年年度
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并依据减值测
试的结果调整商誉的账面价值。 由
于商誉账面价值重大而且商誉减值
测试涉及管理层运用重大会计估计
和判断， 因此我们将商誉减值识别
为关键审计事项。

1. 了解及评价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控设计和运行
的有效性；

2. 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对商誉减值迹象的判断是
否合理；

3. 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对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的划分是否合理， 是否将商誉账面价值在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之间恰当分摊；

4. 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确定的减值测试方法与模
型是否恰当；

5. 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依据
的基础数据是否准确、所选取的关键参数是否恰当，评
价所采用的关键假设、所作出的重大估计和判断、所选
取的价值类型是否合理， 分析减值测试方法与价值类
型是否匹配；

6. 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对商誉减值损失的分摊是
否合理，是否恰当考虑了归属于少数股东商誉的影响；

7.对于以前期间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有关预测
参数与期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偏差的， 了解及评价宜
华健康管理层在作出会计估计时的判断和决策， 以识
别是否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8. 充分关注期后事项对宜华健康商誉减值测试结
论的影响；

9.在利用专家工作时，与专家保持必要的沟通，了
解及评价专家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并对专家工
作过程及其所作的重要职业判断（尤其是数据引用、参
数选取、假设认定等）进行复核，以判断专家工作的恰
当性；

10.恰当评价宜华健康财务报告是否按《企业会计
准则》 和相关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充分披露与商誉减值
相关的所有重要信息。

（……）
更正后：

审计报告正文
（……）
3.� �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 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

项。 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 我们不
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关键审计事项汇总如下：
（一）商誉减值

关键审计事项 该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

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七。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宜

华健康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商誉账
面价值为人民币 192,695.42 万
元，占期初资产总额的 23.29%。
宜华健康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
誉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
试，并依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调整
商誉的账面价值。 由于商誉账面
价值重大而且商誉减值测试涉及
管理层运用重大会计估计和判
断，因此我们将商誉减值识别为
关键审计事项。

1.了解及评价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控设计和运行的
有效性；

2.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对商誉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
合理；

3.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对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划分是否合理，是否将商誉账面价值在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之间恰当分摊；

4.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确定的减值测试方法与模型
是否恰当；

5.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依据的
基础数据是否准确、所选取的关键参数是否恰当，评价所
采用的关键假设、所作出的重大估计和判断、所选取的价
值类型是否合理，分析减值测试方法与价值类型是否匹
配；

6.了解及评价宜华健康对商誉减值损失的分摊是否
合理，是否恰当考虑了归属于少数股东商誉的影响；

7.对于以前期间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有关预测参
数与期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偏差的，了解及评价宜华健
康管理层在作出会计估计时的判断和决策，以识别是否
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8.充分关注期后事项对宜华健康商誉减值测试结论
的影响；

9.在利用专家工作时，与专家保持必要的沟通，了解
及评价专家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并对专家工作过
程及其所作的重要职业判断（尤其是数据引用、参数选取、
假设认定等）进行复核，以判断专家工作的恰当性；

10.恰当评价宜华健康财务报告是否按《企业会计准
则》和相关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充分披露与商誉减值相关
的所有重要信息。

（……）
（十八）“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下转 C42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