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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主要
经营
地

注册
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 深圳 医院后勤服务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市众安康医疗工程
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医疗工程 8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市众安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餐饮管理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市普飞达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医疗器械、用

品销售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众安康医疗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常德市众安康医疗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 常德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邵阳市众安康医疗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邵东 邵东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保靖县众安康环境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保靖 保靖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龙山众安康养老事业发
展有限公司 龙山 龙山 养老产业设

计、开发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山东众安康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 山东 山东

门卫、区域秩
序维护、安防
工程和产品研
发

100.00
% 投资设立

信丰众安康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新丰 新丰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投资设立

奉新众安康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 奉新 奉新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投资设立

江西众安康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南昌 南昌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投资设立

合肥市众安康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 合肥 合肥 医院建设、管

理、投资咨询
100.00

% 投资设立

众安康医疗健康支援服
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香港 项目咨询、投

资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十堰市众安特卫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 十堰 十堰

门卫、区域秩
序维护、安防
工程和产品研
发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云南安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昆明 昆明

企业管理、物
业管理、清洁
服务、餐饮管
理

5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众安康健康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健康养生管理

咨询 52.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颐和康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养老项目运营
咨询、产业研
究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深圳市众安康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健康养生管理
咨询、养老服
务

100.00
% 投资设立

众安康（深圳）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 深圳 互联网信息技

术咨询 60.00% 投资设立

深圳市众安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互联网信息技

术咨询 60.00% 投资设立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拉萨 拉萨 医疗服务、医

疗投资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天津诚康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医疗投资管理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余干仁和医院有限公司 上饶 上饶 医疗服务 60.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达孜慈恒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 拉萨 拉萨 医疗投资管理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杭州养和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 杭州 医疗服务 60.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杭州慈养老年医院有限
公司 杭州 杭州 医疗服务 60.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达孜县慈虹医院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拉萨 拉萨 医疗投资管理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司 昆山 昆山 医疗服务 70.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
公司 江阴 江阴 医疗服务 5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江苏宜华百意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 江阴 江阴 医疗服务 5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江阴周庄百意护理院有
限公司 江阴 江阴 医疗服务 5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江阴祝塘百意护理院有
限公司 江阴 江阴 医疗服务 5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管理咨询 75.00% 投资设立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服务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度假酒店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 酒店服务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医院有限公
司 上海 上海 医疗服务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老年服务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服务 7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 51.00% 投资设立

桐乡市亲和源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桐乡 桐乡 养老服务 100.00

% 投资设立

上海亲和源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服务 100.00

% 投资设立

海南亲和源老年俱乐部
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 养老服务 100.00

%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宁波象山亲和源养老投
资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 养老服务 8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宁波亲和源度假酒店有
限公司 宁波 宁波 酒店服务 80.00% 投资设立

上海亲和源老年俱乐部
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服务 7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北京亲和源养老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养老服务 7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康养建筑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服务 75.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上海亲和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服务 75.00% 投资设立

青岛亲和源养老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青岛 青岛 养老服务 75.00% 投资设立

杭州亲和源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杭州 杭州 养老服务 75.00% 投资设立

金华亲和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金华 金华 管理咨询 51.00% 投资设立

杭州亲和源度假酒店有
限公司 杭州 杭州 酒店服务 100.00

% 投资设立

深圳亲和源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养老服务 75.00% 投资设立

宜华健康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上海 上海 养老产业投资 100.00

% 投资设立

宜华健康医疗产业有限
公司 深圳 深圳 医疗产业投资 100.00

% 投资设立

汕尾宜华岭南投资有限
公司 汕尾 汕尾 产业投资 70.00%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

新疆宜华健康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 新疆 新疆 医疗产业投资 100.00

% 投资设立

注：深圳众安康健康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亲和源老年服务有限公司等公司
少数股东未出资，本集团实际享有 100%权益。（……）

（3）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余干仁和医
院有限公司

131,461,045.
37

158,404,190.
94

289,865,236.
31

158,320,236.
80

11,070,727.7
2

169,390,964.
52

杭州养和医
院有限公司

30,533,269.3
3 3,546,957.73 34,080,227.0

6
14,010,622.1

4
14,010,622.1

4
杭州慈养老
年医院有限
公司

64,791,851.2
3 5,247,602.44 70,039,453.6

7
27,132,347.8

3
27,132,347.8

3

昆山长海医
院有限公司

22,141,354.9
5

10,742,065.9
9

32,883,420.9
4

10,152,406.6
9 3,139,021.00 13,291,427.6

9
江阴百意中
医医院有限
公司

44,611,204.7
9

20,254,703.8
1

64,865,908.6
0

15,830,931.9
4

15,830,931.9
4

（续）

子公司名称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余干仁和医
院有限公司

114,522,480.
91

161,919,622.
73

276,442,103.
64

167,014,994.
81

16,174,573.3
0

183,189,568.
11

杭州养和医
院有限公司

28,101,938.5
9 3,438,161.06 31,540,099.6

5 7,684,689.19 7,684,689.19

杭州慈养老
年医院有限
公司

51,007,220.5
3 5,649,457.08 56,656,677.6

1
13,368,137.6

7
13,368,137.6

7

昆山长海医
院有限公司

30,578,981.6
5

10,567,603.1
5

41,146,584.8
0

24,235,855.0
3

24,235,855.0
3

江阴百意中
医医院有限
公司

42,473,501.4
9

29,521,092.8
9

71,994,594.3
8

20,175,310.5
3

20,175,310.5
3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本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

余干仁和医院有
限公司 125,400,098.22 27,221,736.26 27,221,736.26 12,832,859.00

杭州养和医院有
限公司 57,073,463.38 9,214,194.46 9,214,194.46 5,439,754.97

杭州慈养老年医
院有限公司 104,215,037.71 20,618,565.90 20,618,565.90 35,561,080.80

昆山长海医院有
限公司 46,832,833.13 2,681,263.48 2,681,263.48 6,896,400.76

江阴百意中医医
院有限公司 31,206,744.33 -848,280.49 -848,280.49 24,500,558.55

（续）

子公司名称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

余干仁和医院有
限公司 127,231,348.13 24,332,327.25 24,332,327.25 -7,732,617.15

杭州养和医院有
限公司 65,491,746.07 11,994,595.72 11,994,595.72 11,669,793.77

杭州慈养老年医
院有限公司 108,874,639.30 23,029,659.99 23,029,659.99 17,183,316.43

昆山长海医院有
限公司 51,208,701.99 9,658,791.67 9,658,791.67 9,173,536.41

江阴百意中医医
院有限公司 52,776,781.94 10,575,134.41 10,575,134.41 1,710,695.90

（……）
（四十五）“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
更正前：

（……）
1、信用风险
（……）
本集团采用了必要的政策确保所有销售客户均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由于本

集团的应收账款客户群较为分散， 因此在本集团内部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集中。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的应收账款中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的款项占 55.51%（上年
末为 52.41%），本集团并未面临重大信用集中风险。

（……）
3、市场风险
（……）
B、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 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

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的利率风险产生于银行借款等带息债务。 浮动利率的金融负债使本公

司面临现金流量利率风险， 固定利率的金融负债使本公司面临公允价值利率风
险。 本集团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来决定固定利率及浮动利率合同的相对比例。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集团的带息债务主要为人民币计价的固定利率合同，金
额为 3,084,343,369.38 元。

本公司因利率变动引起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主要与固定利率银行借
款有关。 对于固定利率借款，本公司的目标是保持其利率稳定。

C、其他价格风险
本报告期无。
更正后：
（……）
1. 信用风险
（……）
本集团采用了必要的政策确保所有销售客户均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由于本

集团的应收账款客户群较为分散， 因此在本集团内部不存在重大信用风险集中。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的应收账款中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的款项占 52.50%（上年
末为 52.41%），本集团并未面临重大信用集中风险。

（……）
3.市场风险
（……）
B、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 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

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的利率风险产生于银行借款等带息债务。 浮动利率的金融负债使本公

司面临现金流量利率风险， 固定利率的金融负债使本公司面临公允价值利率风
险。 本集团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来决定固定利率及浮动利率合同的相对比例。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集团的带息债务主要为人民币计价的固定利率合同，金
额为 3,110,044,657.98 元。

本公司因利率变动引起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主要与固定利率银行借
款有关。 对于固定利率借款，本公司的目标是保持其利率稳定。

C、其他价格风险
本报告期无。
（四十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1、本企业的母公

司情况”：
更正前：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企
业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企
业的表决权比

例

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汕头 投资 780,000.00 37.08% 37.08%

更正后：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企
业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企
业的表决权比

例

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汕头 投资 780,000.00 37.04% 37.04%

（四十七）“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
况”：

更正前：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

度
是否超过交易

额度 上期发生额

阆中市宜华
家具有限公
司

购买家具 否 652,070.40

汕头市宜华
家具有限公
司

购买家具 953,679.00 否 2,090,195.46

遂川县宜华
家具有限公
司

购买家具 0.00 否 12,382,390.31

宜华生活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购买家具 2,119,283.80 否 19,021,436.93

汕头宜华国
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

住宿餐饮 290,928.80 否 2,401,858.75

汕头莱芜欢
乐天地娱乐
有限公司

住宿餐饮 否 387,424.00

深圳市观澜
格兰云天大
酒店投资有
限公司

住宿餐饮 48,346.40 否

上海亲和源
老年生活形
态研究中心

咨询中介服
务 106,796.12 否 1,471,718.98

桐乡市亲和
源老年社会
服务中心

咨询中介服
务 429,600.00 101,057.00

（……）
（3）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 房屋 8,132,524.76 4,741,798.09

上海亲和源颐养院 房屋 265,062.86

海南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有限公司 房屋 2,903,848.80 580,769.76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办公楼 745,468.85 1,675,087.75

（4）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3,000.00 2019年 09月 24

日
2020年 06月 03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12,000.00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11,690.00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8,000.00 2019年 02月 02

日
2020年 02月 02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 2019年 07月 26

日
2020年 07月 28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5,000.00 2019年 06月 18

日
2020年 06月 15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
有限公司 12,000.00 2019年 08月 02

日
2020年 08月 02
日 否

邵阳市众安康医
疗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4,950.00 2019年 01月 04
日

2020年 12月 19
日 否

达孜赛勒康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4,000.00 2018年 12月 13
日

2021年 12月 12
日 否

余干仁和医院有
限公司 2,000.00 2018年 12月 21

日
2021年 12月 21
日 否

南昌三三四医院 5,000.00 2019年 01月 01
日

2021年 12月 01
日 否

南昌三三四医院 4,000.00 2018年 12月 21
日

2021年 12月 21
日 否

南昌三三四医院 2,530.00 2019年 01月 01
日

2021年 12月 01
日 否

和田新生医院 3,000.00 2019年 07月 31
日

2021年 07月 30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
公司 35,000.00 2016年 07月 08

日
2026年 07月 07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
公司 2,500.00 2019年 01月 28

日
2020年 01月 27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 2017年 12月 21

日
2027年 12月 21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
公司 6,000.00 2017年 12月 21

日
2027年 12月 21
日 否

宁波象山亲和源
养老投资有限公
司

30,000.00 2017年 10月 17
日

2023 年 06月 30
日 否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关联担保情况说明
更正后：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期发生
额

获批的交易
额度

是否超
过交易
额度

上期发生额

阆中市宜华家具有限公司 购买家具 652,070.40

汕头市宜华家具有限公司 购买家具 953,679.0
0 2,090,195.46

遂川县宜华家具有限公司 购买家具 0.00 12,382,390.
31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家具 5,613,447.
80

50,000,000.0
0 否 19,021,436.

93

汕头宜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餐饮 290,928.8
0 4,000,000.00 否 2,401,858.75

汕头莱芜欢乐天地娱乐有限公
司 住宿餐饮 387,424.00

深圳市观澜格兰云天大酒店投
资有限公司 住宿餐饮 48,346.40 2,000,000.00 否

上海亲和源老年生活形态研究
中心

咨询中介
服务

106,796.1
2 1,471,718.98

桐乡市亲和源老年社会服务中
心

咨询中介
服务

429,600.0
0 101,057.00

（……）
（3）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 房屋 8,132,524.76 4,741,798.09

上海亲和源颐养院 房屋 265,062.86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 房屋 2,903,848.80 580,769.76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

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办公楼 745,468.85 1,675,087.75

（4）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2019年 09月 24
日

2020年 06月 03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11,690.00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2019年 02月 02
日

2020年 02月 02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19年 07月 26
日

2020年 07月 28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2019年 06月 18
日

2020年 06月 15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 2019年 08月 02
日

2020年 08月 02
日 否

邵阳市众安康医疗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4,950.00 2019年 01月 04

日
2020年 12月 19

日 否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000.00 2018年 12月 13

日
2021年 12月 12

日 否

余干仁和医院有限公司 2,000.00 2018年 12月 21
日

2021年 12月 21
日 否

南昌三三四医院 5,000.00 2019年 01月 01
日

2021年 12月 01
日 否

南昌三三四医院 4,000.00 2018年 12月 21
日

2021年 12月 21
日 否

南昌三三四医院 2,530.00 2019年 01月 01
日

2021年 12月 01
日 否

和田新生医院 3,000.00 2019年 07月 31
日

2021年 07月 30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2016年 07月 08
日

2026年 07月 07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2019年 01月 28
日

2020年 01月 27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2017年 12月 21
日

2027年 12月 21
日 否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2017年 12月 21
日

2027年 12月 21
日 否

宁波象山亲和源养老投资
有限公司 30,000.00 2017年 10月 17

日
2023 年 06月 30

日 否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刘绍喜、王少侬、刘少生、刘
壮青、林正刚、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汕头宜华茶
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 2019年 09月 24
日

2020年 06月 03
日 否

刘绍喜、王少侬、刘少生、刘
壮青、林正刚、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19年 07月 26
日

2020年 07月 26
日 否

刘绍喜、王少侬、刘壮青、刘
绍生 5,000.00 2019年 06月 18

日
2020年 06月 17
日 否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绍喜、王少侬、刘壮超、刘
壮青、胡静

11,690.00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否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林正刚、刘绍喜、王少侬、刘
壮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陈
奕民、刘绍生、刘绍香、刘苗
选、上海宜基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市众安康医疗工程
有限公司

3,000.00 2019年 08月 02
日

2020年 08月 02
日 否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安康医疗工程有
限公司、刘绍喜、王少侬、刘
壮青、刘壮超、林正刚

9,000.00 2019年 08月 05
日

2020年 08月 05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2019年 10月 22
日

2021年 01月 30
日 否

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年 11月 30
日

2021年 11月 30
日 否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绍喜、王少侬 45,000.00 2016年 03 月 11

日
2020年 03 月 10
日 否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绍喜 30,000.00 2016年 11月 14

日
2020年 01月 08
日 否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绍喜 30,000.00 2018年 01月 01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否

（四十八）“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
付款项”：

更正前：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合肥仁济肿瘤
医院 1,740,459.92 555,025.00

应收账款 奉新第二中医
院 5,400,176.35 4,542,985.25

应收账款 南昌大学附属
三三四医院 49,991,496.43 29,507,844.96

应收账款
浙江琳轩亲和
源投资有限公
司

应收账款 赣南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 5,793,040.91 326,106.09 2,638,721.45 131,936.07

应收账款
海丰县澎湃纪
念医院城东分
院

15,732,220.42 993,514.05 4,138,060.59 206,903.03

应收账款 玉山县博爱医
院有限公司 8,075,896.80

应收账款 江阴百意周庄
养老服务中心 310,000.00 720,000.00

应收账款 江阴新桥百意
养老服务中心 475,000.00 360,000.00

应收账款 江阴祝塘百意
养老服务中心 736,000.00 576,000.00

应收账款 江阴百意乐齡
服务中心 270,000.00 100,000.00

应收账款
广东粤东医院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950,000.00 445,000.00 2,950,000.00 147,500.00

应收账款 上海亲和源老
年公寓 2,897,108.20 1,857,055.13

其他应收款

中社安康(北
京)养老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960,000.00 448,000.00 1,960,000.00 448,000.00

其他应收款 南昌大学附属
三三四医院 144,435,674.79

其他应收款 奉新第二中医
院 934,399.92 6,084,972.00

其他应收款 赣南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 224,145.83 22,414.58

其他应收款
海丰县澎湃纪
念医院城东分
院

1,0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浙江琳轩亲和
源投资有限公
司

17,000,000.00 2,175,000.00 17,000,000.00 1,250,000.00

其他应收款 潍坊亲和源老
年公寓 10,160,711.60 10,160,711.60 10,160,711.60 10,160,711.60

其他应收款 辽宁亲和源投
资有限公司 1,987,200.00 1,589,760.00 1,987,200.00 993,600.00

其他应收款
桐乡市亲和源
老年社会服务
中心

4,408,727.00

其他应收款 江阴百意乐齡
服务中心 50,000.00

其他应收款 海南陵水亲和
源老年俱乐部 3,019,616.50 5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汕头市宜鸿投
资有限公司 16,002,560.00 800,128.00

其他非流动资
产

汕头市宜鸿投
资有限公司 85,120,000.00 85,120,000.00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深圳壹零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734,757.83 965,838.29

应付账款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840,818.23 3,905,762.12

应付账款 阆中市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714,402.47 356,509.20

应付账款 汕头市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5,998,520.88 2,022,130.00

应付账款 上海亲和源老年生活
形态研究中心 962,352.00

应付账款 遂川县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7,268,569.07 7,268,569.07

预收款项 玉山县博爱医院有限
公司 415,900.90

其他应付款 深圳壹零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5,237.00 15,237.00

其他应付款 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911,415.15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 3,660,902.00 6,067,136.00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亲和源会务有限
公司 70,960,314.63 35,142,299.94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亲和源投资有限
公司 44,512,029.90 42,981,745.90

其他应付款 上海康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1,487,397.26 10,687,397.26

其他应付款 杭州下城慈惠老年护
理院 3,000,000.00 3,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合肥仁济肿瘤医院 20,137,833.33 19,637,833.33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亲和宇宙老龄事
业发展基金会 10,574,000.00 10,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21,148,569.46 270,785,989.21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亲和源颐养院 3,221,684.00 3,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
公司 5,354,000.00

其他应付款 浙江琳轩亲和源投资
有限公司 583,534.78

其他应付款 桐乡市亲和源老年社
会服务中心 50,000.00

其他应付款 周蕙 3,644,696.00 3,639,341.00

其他应付款 林正刚 7,000,000.00 17,000,000.00

应付股利 林正刚 6,831,749.80

更正后：（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合肥仁济肿瘤医院 1,740,459.92 555,025.00
应收账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5,400,176.35 4,542,985.25

应收账款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
院

44,153,207.3
8

30,559,022.4
9

应收账款 赣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5,793,040.91 326,106.09 2,638,721.45 131,936.07

应收账款 海丰县澎湃纪念医院城
东分院

15,732,220.4
2 993,514.05 4,138,060.59 206,903.03

应收账款 玉山县博爱医院有限公
司 8,075,896.80

应收账款 新疆和田医院 13,506,056.3
0

应收账款 江阴百意周庄养老服务
中心 310,000.00 720,000.00

应收账款 江阴新桥百意养老服务
中心 475,000.00 360,000.00

应收账款 江阴祝塘百意养老服务
中心 736,000.00 576,000.00

应收账款 江阴百意乐齡服务中心 270,000.00 100,000.00

应收账款 广东粤东医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950,000.00 445,000.00 2,950,000.00 147,500.00

应收账款 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 2,897,108.20 1,857,055.13

预付账款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44,591.21

其他应收
款

中社安康(北京)养老产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60,000.00 1,960,000.00

其他应收
款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
院

144,435,674.
79

其他应收
款 合肥仁济肿瘤医院

其他应收
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934,399.92 6,084,972.00

其他应收
款

赣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224,145.83 22,414.58

其他应收
款

海丰县澎湃纪念医院城
东分院 1,0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

其他应收
款

浙江琳轩亲和源投资有
限公司

17,000,000.0
0 2,175,000.00 17,000,000.0

0 1,250,000.00

其他应收
款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10,160,711.6

0
10,160,711.6

0
10,160,711.6

0 10,160,711.60

其他应收
款

辽宁亲和源投资有限公
司 1,987,200.00 1,589,760.00 1,987,200.00 993,600.00

其他应收
款

桐乡市亲和源老年社会
服务中心 4,408,727.00

其他应收
款 江阴百意乐齡服务中心 50,000.00

其他应收
款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
乐部 3,019,616.50 500,000.00

其他应收
款

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
司

16,002,560.0
0 800,128.00

其他非流
动资产

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
司

85,120,000.0
0

85,120,000.0
0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深圳壹零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34,757.83 965,838.29

应付账款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840,818.23 3,905,762.12

应付账款 阆中市宜华家具有限公司 714,402.47 356,509.20

应付账款 汕头市宜华家具有限公司 5,998,520.88 2,022,130.00

应付账款 上海亲和源老年生活形态研究
中心 110,000.00 962,352.00

应付账款 遂川县宜华家具有限公司 12,011,341.46 7,268,569.07

预收款项 玉山县博爱医院有限公司 415,900.90

预收款项 杭州下城慈惠老年护理院 1,129,545.54

预收款项 赣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本部 4,500,000.00

其他应付
款 深圳壹零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237.00 15,237.00

其他应付
款 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

其他应付
款 上海亲和源会务有限公司 3,660,902.00

其他应付
款 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911,415.15

其他应付
款 杭州下城慈惠老年护理院 3,000,000.00 3,000,000.00

其他应付
款 合肥仁济肿瘤医院 20,137,833.33 19,637,833.33

其他应付
款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1,199,807.66 270,785,989.21

其他应付
款 上海亲和源颐养院 3,221,684.00 3,500,000.00

其他应付
款 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 5,354,000.00 5,354,000.00

其他应付
款 浙江琳轩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 583,534.78

其他 应 付
款 江阴百意周庄养老服务中心 20,311.40

其他 应 付
款 深圳市众安康培训中心 107,629.93 29,821.36

其他 应 付
款 和田新生医院责任有限公司 2.000,000.00

其他应付
款

桐乡市亲和源老年社会服务中
心 2,000,000.00 50,000.00

其他应付
款 林正刚 7,000,000.00 17,000,000.00

应付股利 林正刚 6,831,749.80 6,831,749.80
（四十九）“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四、其他重要事项，8、其他”：
更正前：
（……）
5.政府补助
（1）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A、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的本期发生额共计

4,647,412.21 元（上年发生额共计 7,436,177.13 元），其中计入其他收益 4,582,547.69
元（上年发生额 7,277,686.53 元），详见附注（七）43；计入营业外收入 64,864.52 元
（上年发生额 0.00 元），详见附注（七）47；

（2）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A、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

入损益的情况详见附注（七）30。
（3）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方式
本期发生额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合计

计入其他收益 4,582,547.69 4,582,547.69

计入营业外收入 64,864.52 64,864.52

合计 4,647,412.21 4,647,412.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方式
上期发生额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合计

计入其他收益 7,277,686.53 158,490.60 7,436,177.13

计入营业外收入

合计 7,277,686.53 158,490.60 7,436,177.13

更正后：
（……）
5.政府补助
（1）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A、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的本期发生额共计

4,681,156.73 元（上年发生额共计 7,436,177.13 元），其中计入其他收益 4,616,292.214
元（上年发生额 7,436,177.13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64,864.52 元（上年发生额 0.00
元）。

（2）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A、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

入损益，本年度本公司发生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40,000.00 元。
（3）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方
式

本期发生额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合计

计入其他收益 4,476,292.21 140,000.00 4,616,292.21

计入营业外收入 64,864.52 64,864.52

合计 4,541,156.73 140,000.00 4,681,156.73

计入当期损益的方
式

上期发生额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合计

计入其他收益 7,277,686.53 158,490.60 7,436,177.13

计入营业外收入

合计 7,277,686.53 158,490.60 7,436,177.13

（五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五、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2、其他
应收款”：

更正前：
（……）
（3）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并表关联方往来款 913,081,818.46 1,008,622,952.54

应收股权转让款 24,507,000.00 149,600,000.00

押金、保证金 2,000,000.00 2,102,880.00

备用金 124,528.30 17,000.00

其他 18,564.33 27,508.49

合计 939,731,911.09 1,160,370,341.03

2）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元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
预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2019年 1月 1日
余额在本期 ——— ——— ——— ———

损失准备本期变动金额重大的账面余额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按账龄披露
单位：元

账龄 账面余额

1年以内（含 1年） 939,731,911.09

合计 939,731,911.09

3）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类别 期初余
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
回 核销 其他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金额重要的：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转回或收回金额 收回方式

4）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核销金额

其中重要的其他应收款核销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
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销程

序
款项是否由关
联交易产生

其他应收款核销说明：
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

更正后：
（……）
（3）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并表关联方往来款 913,081,818.46 1,008,622,952.54

应收股权转让款 149,600,000.00

应收业绩补偿款 24,507,000.00

押金、保证金 2,000,000.00 2,102,880.00

备用金 124,528.30 17,000.00

其他 18,564.33 27,508.49

合计 939,731,911.09 1,160,370,341.03

2）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元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未来 12个月
预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2019年 1月 1日
余额 7,482,225.42 7,482,225.42

2019年 1月 1日
余额在本期 ——— ——— ——— ———

本期计提 197,774.58 197,774.58

本期转回 -7,480,000.00 -7,480,000.00

2019年 12月 31
日余额 200,000.00 200,000.00

损失准备本期变动金额重大的账面余额变动情况
□适用√不适用
按账龄披露
单位：元

账龄 账面余额

1年以内（含 1年） 939,731,911.09

合计 939,731,911.09

3）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按账龄计提坏账
准备

7,482,225.4
2 197,774.58 7,480,000.00 200,000.00

合计 7,482,225.4
2 197,774.58 7,480,000.00 200,000.00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金额重要的：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转回或收回金额 收回方式

芜湖九九股权投资款 7,480,000.00 全额收到股权投资款

合计 7,480,000.00 --

4）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无
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

第一名 并表关联方
往来款

532,635,976.0
0

1年以内；1-2
年 56.68%

第二名 并表关联方
往来款

322,055,228.0
0

1年以内；1-2
年 34.27%

第三名 并表关联方
往来款 24,628,700.00 1年以内 2.62%

第四名 业绩补偿款 24,507,000.00 1年以内 2.61%

第五名 并表关联方
往来款 21,270,165.00 1-2年 2.26%

合计 -- 925,097,069.0
0 -- 98.44%

（五十一）“第十三节备查文件目录”：
更正前：
（一）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

的会计报表；
（二）载有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

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

告的原稿；
（四）文件存放地：公司证券部。
更正后：
（一）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

的会计报表；
（二）载有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

审计报告原件；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

告的原稿；
（四）文件存放地：公司证券部。
二、《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
（一）“二、公司基本情况”之“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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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37,268.07 418,382,621.66 452,991,632.95 400,825,8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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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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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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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37,268.07 418,382,621.66 452,991,632.95 400,825,8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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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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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公司基本情况”之“5、公司债券情况”
更正前：
（……）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4.68% 69.50% 15.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7.00% 12.30% -49.30%

利息保障倍数 -6.75 1.73 -490.17%

更正后：
（……）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4.68% 69.50% 15.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4.26% 12.30% -49.30%

利息保障倍数 -6.75 1.73 -490.17%

（三）“三、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更正前：
2019 年，公司面临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所投资的企业面临较大的

经营压力， 公司在坚定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务为两大业务
核心的情况下，强化内部管理，并结合国内医疗政策及养老政策，克服经营压力。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223.73 万元，较上年下降 18.68%，在未对所投资企
业的商誉及长期资产计提减值的情况下，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381 万元。 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
更正后：
2019 年，公司面临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所投资的企业面临较大的

经营压力， 公司在坚定以医疗机构运营及服务和养老社区运营及服务为两大业务
核心的情况下，强化内部管理，并结合国内医疗政策及养老政策，克服经营压力。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223.73 万元，较上年下降 18.68%，在对所投资企业
的商誉及长期资产计提减值的情况下，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
223 万元。 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
（四）“三、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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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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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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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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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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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经营讨论情况与分析”之“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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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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