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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稳定期

一、营业收入 5,797.40 5,926.30 6,061.45 6,203.15 6,351.73 6,351.73

减：营业成本 2,370.57 2,420.53 2,474.23 2,529.98 2,587.87 2,587.87

税金及附加 3.59 3.59 3.60 3.61 3.61 3.61

销售费用 5.79 5.92 6.05 6.19 6.33 6.33

管理费用 718.14 731.90 747.83 763.24 779.23 779.23

二、营业利润 2,699.31 2,764.36 2,829.74 2,900.13 2,974.68 2,974.68

三、利润总额 2,699.31 2,764.36 2,829.74 2,900.13 2,974.68 2,974.68

三、税前净利润 2,699.31 2,764.36 2,829.74 2,900.13 2,974.68 2,974.68

折旧摊销 460.09 460.09 460.09 460.09 460.09 460.09

五、经营现金流 3,159.40 3,224.45 3,289.83 3,360.22 3,434.77 3,434.77

减：资本性支出 740.09 460.09 460.09 460.09 460.09 460.09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20.17 5.00 5.24 5.50 5.76 -

企业自由现金流 2,399.15 2,759.36 2,824.50 2,894.64 2,968.91 2,974.68

折现年限 0.50 1.50 2.50 3.50 4.50 4.50

折现率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折现系数 0.94 0.83 0.74 0.65 0.58 4.48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2,257.73 2,299.60 2,084.56 1,891.89 1,718.42 13,326.26

资产组价值 23,578.45

2、公司商誉相关资产组的核心参数及确定依据

（1）达孜赛勒康医院运营或医院合作中心项目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7.52%

因假设各合作医院协议到期之后均不再续签托管服务，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管理层认为详细预测期-7.52%的复合增长率是适当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69.73%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测期69.73%的平均毛利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1.10%、11.80%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2）亲和源养老项目及配套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4.09%

根据历史经营情况、未来的战略规划、市场营销计划等，结合预测期前一年的市场份额和预测期市场的增长，以

及公司已经签订合同，管理层认为详细预测期4.09%的复合增长率是可实现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37.88%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测期37.88%的平均毛利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2.17%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3）众安康后勤服务及医疗工程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10.45%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结合公司历史复合增长率情况，管理层认为

详细预测期10.45%的复合增长率是适当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18.21%

考虑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

测期18.21%的平均毛利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1.01%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4）余干仁和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7.96%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结合公司历史复合增长率情况，管理层认为详细预测期

7.96%的复合增长率是适当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40.47%

考虑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测期40.47%的

平均毛利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2.92%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5）杭州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2.81%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结合公司历史复合增长率情况，管理层认为详细预测期2.81%的

复合增长率是适当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44.94%

考虑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测期44.94%的平均

毛利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2.92%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6）昆山长海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

率

4.17%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结合公司历史复合增长率情况，管理层认为详细预测期4.17%的复

合增长率是适当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46.57%

考虑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测期46.57%的平均毛利

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2.92%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7）江阴百意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关键假设名称 关键假设值 确定关键假设的依据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6.74%

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结合公司历史复合增长率情况， 管理层认为详细预测期

6.74%的复合增长率是适当的。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59.19%

考虑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管理层认为预测期59.19%的平

均毛利率是适当的。

折现率 12.92% 评估师测算选取的能够反映该资产组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

（二）核心参数与前期重组或交易评估过程中使用的参数对比差异情况及原因说明：

1、达孜赛勒康医院运营或医院合作中心项目业务资产组

关键参数 商誉减值测试

前期重组或交易评

估过程中使用

差异情况 差异原因说明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

率

-7.52% -6.37% -1.15% 差异较小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长率 不增长 不增长 不适用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69.73% 71.11% -1.38% 差异较小

折现率 11.10%、11.80%

12.39% 、12.35% 、

12.29%

-1.29%、

-0.55%� -0.

49%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选取的折现率和企业和并购时不一样， 主要是因为：

目标资本结构、含财务杠杆贝塔不一样；国债收益率、市场风险溢价、债

务资本成本与收购时相比均有所变化。 最终综合导致综合折现率变化。

2、亲和源养老项目及配套业务资产组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的《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集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拟转让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429号），评估方法

为资产基础法，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故亲和源养老项目及配套业务资产组本次评估所用核心参数无

法进行比较。

3、众安康后勤服务及医疗工程业务资产组

关键参数 商誉减值测试

前期重组或交易评估

过程中使用

差异情况 原因说明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

增长率

10.45% 16.59% -6.14%

主要系公司前期重组评估的预测期间为2014-2018年， 而本次商誉减值测试

预测期间为2019-2023年， 本次评估按照公司现有合同进行测算收入复合增

长率。

后续预测期递增增

长率

不增长 不增长 不适用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

率

18.21% 27.05% -8.84%

主要系1、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公司本次评估预测的一线人员平均年薪3.45万

元，较原来重组时评估预测的平均年薪2.57万元增长34.24%，导致预测后勤服

务毛利率有所降低；2、众安康医疗专业工程大多垫资建设，随着工程建设的推

进，公司资金成本有所增加，预测期间考虑实际情况，相应下调医疗工程毛利

率。

折现率 11.01% 13.06% -2.05%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选取的折现率和企业和并购时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目标资

本结构、含财务杠杆贝塔不一样；国债收益率、市场风险溢价、债务资本成本与

收购时相比均有所变化。 最终综合导致综合折现率变化。

4、余干仁和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公司收购余干仁和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时，未进行资产评估，故余干仁和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本

次评估所用核心参数无法进行比较。

5、杭州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公司收购达孜慈恒医疗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时，未进行资产评估，故杭州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本

次评估所用核心参数无法进行比较。

6、长海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公司收购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时，未进行资产评估，故长海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本次评

估所用核心参数无法进行比较。

7、江阴百意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组

公司收购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股权时，未进行资产评估，故江阴百意医院医疗项目业务资产

组本次评估所用核心参数无法进行比较。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对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补充说明：上述折现率的计算过程如下：

公司所聘请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被评估

资产组在被评估单位现有管理、运营模式下，在剩余使用寿命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进行

减值测试的评估思路。 具体采用全投资自由现金流折现法来进行计算，其中的现金流口径为归属于整体

资产或资产组的现金流，对应的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评估值内涵为整体资产或资产组的价值。

具体折现率r采用（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BT）确定，

基本公式为：

式中：P：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Ri：评估基准日后第i年预期的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Rn+1：终值；

n：预测期。

1.第i年的自由现金流Ri的确定

Ri＝EBITDAi－营运资金增加i－资本性支出i（更新性）

EBITDAi=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折旧及摊销

2.折现率r采用（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BT）确定，公式如下：

式中： Re：权益资本成本；

E/(D+E)：权益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D/(D+E)：债务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Rd：负息负债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3.权益资本成本Re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MRP＋Rs

式中：Re：股权收益率；

Rf：无风险收益率；

β：企业风险系数；

MRP：市场风险溢价；

Rs：公司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4.收益期n

收益期限的确定一方面取决于公司未来资产获利及资产损耗情况，另一方面考虑法律、契约合同的

规定。被评估单位无固定经营期限，也不存在未来停止经营的任何因素，根据被评估单位涉及的业务契约

持续期确定收益预测期。

5.终值Rn+1的确定

预测期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终值）是指预测期后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算至预测期末年的价值，

本次评估设定被评估单位永续经营，且预计至预测期后，企业的经营收益趋于稳定，预测期后年度的企业

自由现金流量根据预测期末年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调整确定。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选取的折现率和企业并购时不一样，主要是由于评估师系结合现有经济环境重新

评估取的相关参数，因2018年经济环境较2015年重组时存在较大区别，包括目标资本结构、含财务杠杆

贝塔不一样；国债收益率、市场风险溢价、债务资本成本与收购时相比均有所变化。 最终综合导致综合折

现率变化。

6.年报“劳务外包情况” 部分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劳务外包的工时总数为8,082,847小时，较2017年

增长28.92%；劳务外包支付的报酬总额为1.17亿元，较2017年增长37.5%。 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劳务外包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内容、交易金额、交易定价、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

等），主要外包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注册地、注册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和股权结构、是否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等）、外包单位的变动情况（如有）及变动原因；

（2）劳务外包单位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请说明交易内容、具体项目、交易金额占公司该项目总成

本的比例、占交易对方营业收入的比例，劳务外包业务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交易定价依据及其公

允性；

（3）说明公司是否对劳务外包单位构成重大依赖；

（4）说明公司劳务外包模式的风险（如质量风险、安全风险、法律风险）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报告期劳务外包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金额（万元） 注册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1

深圳市金鑫项目

服务有限公司

7,030.41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2014-03-04 100万元

项目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咨

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日用百货、鲜

花的零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

医疗陪护;图书报刊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保健

食品的零售。

陈 珍 珍

(100%)

2

广州本叶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

2,234.72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2016-11-11 200万元

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 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职能

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和管

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人力资源外包;业务

流程外包;劳务承揽;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

生活清洗、消毒服务;职业中介服务;劳务派遣服务;

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人才推荐;人

才招聘;人才测评;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人才

培训;人才择业咨询指导;人事代理;流动人才人事

档案及相关的人事行政关系管理; 劳动保障事务咨

询服务;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增值电信服务 (业

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

准)

卢 枫 达

（100%）

3

安顺市安心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478.10

贵 州 省 安 顺

市

2012-10-26 200万元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

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无需许可 (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

营。 (家政服务、物业管理、物业保洁、城市环境保洁、

物业秩序维护、劳务培训、劳务派遣、餐饮投资与管

理、外墙清洗、石材养护、物业水电安装与维护、植物

绿化与养护、防水补漏、代驾服务、集体宿舍管理、酒

店管理;日用百货 (含日用品 );预包装食品;文体用

品。 )

何 成 芳

（52% ）

严 海

（48%）

4

供应商:韶关市

美诚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304.98

广 东 省 韶 关

市

2015/2/26 200万元

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商务代理服务 (代理保险、基金、

期货、证券除外);职业介绍服务

刘 柏 缘

（85% ）

黎 云 飞

（15%）

5

供应商:雅安大

风劳务派遣有限

公司

297.31

四 川 省 雅 安

市

2018-04-17 200万元

国内劳务派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白 智 中

（50% ）

易 羽

（50%）

6

供应商:广州土

工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286.20 广州市 2012/5/31 800万元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以服

务外包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以及

人力资源服务和管理;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

劳务承揽;业务流程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生活清洗、消毒

服务;物流代理服务;物业管理;劳动保障事务代理

服务;劳动保障事务咨询服务;收集、整理、储存和发

布人才、职业供求信息;流动人才人事档案及相关的

人事行政关系管理;人事代理;人才择业咨询指导;

人才测评;人才招聘;人才推荐;职业中介服务;人才

培训;

陆 诗 昌

（45% ）

王 崇 瑞

（45% ）

孙 铭 泽

（10%）

7

任丘市双华家政

服务有限公司

223.13 任丘市 2018-05-02 50万元

家政服务、保洁服务、护理服务、搬家服务、建筑劳务

外包服务、医院清洁、消毒服务;销售:办公用品及耗

材、保洁用品及耗材;医疗器械的销售及维修、保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冯 华 芳

（80% ）

李 培

（20%）

8

深圳市方益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184.47 深圳市 2001/4/23 5018万元

一般经营项目是:物业服务(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 );清洁服务、园林绿化

设计与施工、家政服务、家电上门维修、信息咨询 (以

上不含限制项目);酒店管理、餐饮管理 (自办餐饮需

另办执照);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房地产中介;垃

圾清扫;道路保洁;园林绿化养护;物业修缮工程;数

字化城管信息采集;房屋租赁;城乡环卫保洁服务;

城乡环卫一体化服务 (不含再生资源回收及其他限

制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是:机动车停放管理服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劳

务派遣(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劳动职业介绍及其它限

制项目);上门陪护;病人陪护;老人护理服务;洗衣

服务;洗车服务。

深圳市方

益实业发

展有限公

司

（96.01

%） 郑明

（3.99%）

9

供应商:深圳市

龙岗区智康特殊

儿童康复中心

158.58 深圳市 2006-05-10 200万元 残障儿童康复、照料、托管。

民办非企

业单位

10

雅安市劳务外包

有限责任公司

126.00 雅安市 2008-01-22 200万元

境内劳务派遣;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汽车租赁服务;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雅安市政

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00%)

11

深圳市顺程劳务

派遣有限公司

83.88 深圳市 2009/6/22 200万元

企业管理咨询;建筑劳务分包;建筑工程的施工;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以上均不含职业介绍及人才

中介业务,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

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劳务派遣

郝 俊 标

（80% ）

夏 君 意

（20%）

12

蒙城县天宇人力

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

83.59 蒙城县 2016-10-12 200万元

提供公共就业、职业中介、人才中介、劳务代理、人力

资源代理、职业技能鉴定、企业培训、职业资格考前

培训、农业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培训、家政服务及其

它人力资源服务,建筑劳务,市场调研。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杨 玉 杰

（40% ）

张 惠 明

（30% ）

张 家 胜

（30%）

13

乌鲁木齐鼎鑫盛

达劳务派遣有限

公司

70.83

新疆 乌 鲁 木

齐市

2010/5/27 500万元

国内劳务派遣,承揽劳务分包,社会经济咨询,物业

管理,商务信息咨询,货物装卸,机械设备维修及租

赁,婚庆服务,家政服务,专业技术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电脑图文设计,会议及

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园林绿化工程,

园林景观设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仓储,保洁服务。

张 倩

（100%）

14

佛山市蓝图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61.53 佛山市 2013/3/11 300万元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房屋建设工程

监理、市政公用工程监理、室内外装修工程、建筑工

程劳务分包;销售:建筑材料,包装材料 (不含印刷服

务),一类医疗器械,厨房设备及厨房用品;自有物业

租赁管理服务;室内外清洁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

化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李 珍

（80% ）

徐 洪 波

（20%）

15

河南圆方人力资

源管理有限公司

34.22 河南 2007-08-01 1000万元

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

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才培训;劳务派遣;劳务外包

(以上范围涉及资质证的凭有效资质证经营);以服务

外包形式从事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会议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

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 档案资

料的整理及保管服务;汽车租赁;电话呼叫外包;酒

店管理咨询服务;搬运装卸分拣服务;汽车租赁驾驶

服务;人力资源信息服务。

李 圆 方

（87.36

%) �薛荣

(11.46% )

薛 苗

(1.18%)

合计 11,657.95

公司劳务外包服务费均为众安康公司产生，公司2018年度劳务外包服务费较2017年度增长37.5%主要是

由于众安康公司医疗后勤业务一线员工大多为劳务外包人员，2018年公司劳务外包服务费占医疗后勤综

合服务收入比例为11.42%，2017年该比例为10.48%，无重大变化。

（2）从第1点问题回复中劳务公司股权结构可看出，公司与各劳务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说明公司是否对劳务外包单位构成重大依赖：

公司2018年度合作劳务外包单位共15家，加之众安康所在地深圳劳务外包公司较多，故公司对劳务

外包单位不构成重大依赖。

（4）公司劳务外包模式的风险：

1）选择外包单位的风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司可能无法了解到劳务外包公司真实的经营业绩、

社会声誉、发展状况等，以致外包前未能筛选到合适的外包商，外包后，外包商也可能发生未尽力执行受

托工作的道德风险。

2）外包合同的风险。 外包合同是劳务服务外包单位外包实施的依据，若合同约定的内容不明确、不

详尽、不周密则易产生纠纷。

公司对劳务外包风险应对措施：

1）与具有相关外包方资质的劳务公司合作，在选取劳务公司前严密审查外包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

劳务承包资质、用工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等，根据行业要求取得相关资质。

2）加强公司的合同管理。 公司加强对外包合同的审查，要求合同需明确、全面，其要素包括服务范

围、服务费用、服务标准、作业时间、作业方式等，并做出详细规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在合同中

约定终止合作有关条款及冲突解决条款，有效约束双方的合作行为;同时设置专人管理劳务合同，建立合

同跟踪管理制度。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对问题（2）发表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7.� 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6.99亿元，较期初增长26.35%，其中对关联公司应收款项

1.81亿元，股权转让款或股权投资款1.5亿元，押金及保证金2.64亿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应收关联公司款项形成原因，涉及的交易事项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如

适用），交易价格是否公允，付款期限是否超过协议安排，如是，请进一步说明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2）说明股权转让款对应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付款安排及付款

进度，并说明股权投资款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股权投资款项的合理性；

（3）说明押金及保证金的形成原因及主要内容；

（4）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实

际使用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其他应收关联方款项明细情况及形成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性质 期末余额 款项性质

中社安康(北京)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联营企业 196.00 委托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 14,443.57 对集团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金支持

奉新第二中医院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 608.50 对集团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金支持

赣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联营企业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

非营利性机构

22.41 采购医用耗材

海丰县澎湃纪念医院城东分院

联营企业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

非营利性机构

100.00 托管业务保证金

浙江琳轩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

企业，少数股东为亲和源集团

1,700.00

1000万元属于履约保证金，700万属于共同业务

开发投入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 1,016.07 对集团投资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支持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 50.00 对集团投资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支持

合计 18,136.55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如下：

“第十二条董事长有权审批并实施的以下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在

300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不足0.5%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

提供担保除外)；

第十三条董事会有权审批并实施的关联交易：

(一)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

计金额)高于300万元(含300万元)，或者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

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二)虽属于董事长有权决定的关联交易，但董事会、独立董事或监事会认为应当提交董事会审核的；

(三)股东大会特别授权董事会审批的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因特殊事项导致非正常运作，且基于公司

整体利益，董事会可做出审批并实施交易；

(四)导致对公司重大影响的非对价关联交易。

第十四条应由股东大会审议并实施的关联交易：

(一)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含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二)虽属于董事长、董事会有权审批的关联交易，但独立董事或监事会认为应当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的；

(三)属于董事会审批并实施的关联交易，但董事会认为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董事会因特殊事宜

无法正常运作，该关联交易由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四)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五)对公司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关联交易。

第三十条达到以下标准的关联交易须披露：

(一)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

露。

(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

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 ”

公司应收关联公司款项形成原因如下：

（1）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

均为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机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均系公司对上述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支持，上述交易实

质为集团内部单位之间资金往来，不适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补充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 ）对投资的民办非营利

机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非营利机构名称 性质 投资前余额

投资日到2018年底发生净

额 期末余额

款项性质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

性机构

9,738.63 4,107

14,443.57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投资非

营利医院的资金支持，用于经

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

性机构

0 583.50

608.5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投资非

营利医院的资金支持，用于经

营业务。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

性机构

1,226.07 -210.00

1,016.07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投资非

营利医院的资金支持，用于经

营业务。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

性机构

0 50.00

50.0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其投资非

营利医院的资金支持，用于经

营业务。

合计 10,964 4,530

16,118.14

注：具体资金往来明细详见附表1-附表41、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和奉新第二中医院是达孜赛勒

康在未被上市公司收购前已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达孜赛勒康于2016年被上市公司收购完成，并于2016

年4月1日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因此出现对其财务支持情况。 上述投资前余额指上市公司将达

孜赛勒康纳入合并报表之前，由达孜赛勒康与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所发生的余额。

截止2018年期末， 公司对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4,443.57万元， 其中在公司

2016年4月收购达孜赛勒康前该余额为9,738.63万元，2016年4月至12月发生净额为968万元，2017年发

生净额为为2,439万元，2018年发生净额为为700万元，2016年4月至2018年合计发生净额为4,107万元，

计提利息597.93万元（对该部分资金支持，公司已于2019年上半年收回投资后的全部资金支持款及应收

利息4,704.93万元，并收回投资前部分资金支持款2,120.07万元）。

截止2018年期末，公司对奉新第二中医院其他应收款余额为608.5万元，其中在公司2016年4月收购

达孜赛勒康前该余额为0元，2016年、2017年发生净额均为0元，2018年发生净额为583.4万元， 计提应收

利息25万元。

2、 淮坊亲和源老年公寓和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是亲和源在未被上市公司收购前已投资的非

营利性机构，亲和源于2016年由上市公司控股，2017年收购完成，并于2016年11月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因此出现对其财务支持情况。上述投资前余额指上市公司将亲和源纳入合并报表之前，由亲和

源与淮坊亲和源老年公寓所发生的余额。

截止2018年期末，公司对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016.07万元，其中在公司2016年

11月收购亲和源前余额为1,226.07万元，2016年11月至12月发生净额为0元，2017年发生净额为-150万

元，2018年发生净额为-60万元，即2016年11月收购日至2018年末发生净额为-210万元。

截止2018年期末，公司对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其他应收款余额为50万元，其中在公司2016年

11月收购亲和源前余额为0元，2016年收购后至2017年发生额为0元，2018年发生额为50万元。

附表1、达孜赛勒康与南昌三三四医院往来明细

单位：万元

非营利性机构名称 日期 支付往来款 收到往来款 余额金额 性质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6年4月投资达孜赛勒康前

余额

- - 9,738.63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6-04-06 400.00 - 10,138.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6-05-06 500.00 - 10,638.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6-06-12 268.00 - 10,906.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6-06-16 - 500.00 10,406.63 收回资金支持款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6-12-30 300.00 - 10,706.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3-20 400.00 - 11,106.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6-15 319.00 - 11,42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7-03 520.00 - 11,9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7-25 300.00 - 12,2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8-09 300.00 - 12,5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8-11 100.00 - 12,6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7-09-14 500.00 - 13,1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8-01-03 500.00 - 13,6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8-03-21 100.00 - 13,7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8-07-19 100.00 - 13,845.63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资

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南昌三三四医院 计提利息 597.93 - 14,443.57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8.12.31余额 - - 14,443.57

南昌三三四医院 2019.1-6发生额 1,475.00 8,300.00 -6,825.00

收回2016.4-2018年资金支持款及利息

4704.93万元， 收回投资前资金支持款

2120.07万元

南昌三三四医院 投资日至2018年底发生额 4,607.00 500.00 4,107.00

南昌三三四医院 投资日至2019年6月发生额 6,082.00 8,800.00 -2,718.00

附表2、达孜赛勒康与奉新第二中医院往来明细

单位：万元

非营利性机构名称 日期 支付往来款 收到往来款 余额金额 性质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6年4月投资达孜赛勒康前

余额

-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7/11/10 500 - 50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7/12/22 - 500 -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1/3 500 - 50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1/15 - 300 200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1/15 - 200 -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1/23 300 - 30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3/8 300 - 60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3/19 100 - 70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6/12 - 60 640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7/20 - 100 540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7/20 - 200 340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7/23 100 - 44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7/26 - 50 390 收回资金支持款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8/9 50 - 44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10/10 50 - 49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年代垫医院工资 93.5 - 583.5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奉新第二中医院 计提利息 25 - 608.5

奉新第二中医院 2018.12.31余额 608.5

奉新第二中医院 投资日至2018年底发生额 1,993.50 1,410.00 583.5

附表3、亲和源与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往来明细

单位：万元

非营利性机构名称 日期 支付往来款 收到往来款 余额金额 性质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2016年11月投资亲和源前余

额

- - 1,226.07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2017/1/24 100 - 1,326.07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2017/3/15 - 250 1,076.07 收回资金支持款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2018/9/11 - 60 1,016.07 收回资金支持款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2018.12.31余额 - - 1,016.07

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 投资日至2018年底发生额 100 310 -210

附表4、亲和源与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往来明细

单位：万元

非营利性机构名称 日期 支付往来款 收到往来款 余额金额 性质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

2016年11月投资亲和源前

余额

-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

2018/10/31 50 50

公司下属子公司对投资非营利医院的

资金支持，用于经营业务。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

2018.12.31余额 50

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

部

投资日至2018年底发生额 50 - 50

（2）中社安康(北京)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社安康” ）为众安康联营企业。 产生

原因为众安康委托中社安康代其支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东区）后勤服务项目投标保证金，众安康

将196万元款项支付给中社安康并出具《委托付款协议书》，再由中社安康将上述保证金支付给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上述交易为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未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中社安康

系公司联营参股企业，不属于《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方范围，不适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3）赣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赣南二附院” ）为联营企业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的非营利性机构。 该款项形成是由于赣南二附院向达孜赛勒康采购医用耗材导致。 上述交易为与公司

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未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金额在300万元以下，由董事长审批即可，无

需对外披露；

（4）海丰县澎湃纪念医院城东分院（以下简称“澎湃纪念医院” ）为联营企业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 产生原因为达孜赛勒康向澎湃纪念医院提供托管业务并收取托管收益，根据

托管协议约定达孜赛勒康需向澎湃纪念医院支付100万元托管保证金。 该托管业务已经过相关的关联交

易审批程序，未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5）浙江琳轩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琳轩” ）为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

的其他企业，少数股东为亲和源集团。 相关款项产生原因为：亲和源为浙江琳轩所开发的浙江海宁琳轩亲

和源养生源项目提供销售及运营委托管理业务，根据亲和源与琳轩亲和源签订的《浙江海宁琳轩亲和源

养生源项目运营委托管理合作协议》约定为保证项目正常有序运营，亲和源需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

000万元整；另外700万为双方的共同业务开发投入费用。 由于上述交易为宜鸿投资收购浙江琳轩前发生

的，即上述交易的合同签署时浙江琳轩公司并非公司的关联企业，不属于关联交易，不需履行关联交易相

关审批程序。 2017年7月宜鸿投资公司收购浙江琳轩公司后，其成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在2017年报中如实

披露与浙江琳轩公司关联交易金额及关联往来余额。故公司与浙江琳轩公司的往来未构成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形。

综上，公司其他应收关联方往来款项均按照规定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性机构实

质上属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往来， 除此以外的其他应收关联方往来款均属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未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补充说明：

对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等

公司投资的非营利机构的其他应收款合并抵消情况说明：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潍坊亲和源老年公寓、海南陵水亲和源老年俱乐部从

《公司法》层面为公司投资控制的机构，但由于其性质为非营利性机构，投资人不能从其经营结余中取得

回报，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也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而不能由投资人收回，公司无法从该部分机

构的经营活动中获取构成会计准则意义上的“控制”所需的经济利益的，因此，公司对投资的非营利性机

构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核算。 故对该部分非营利性机构的其他应收款未能在合并报表中进行抵消。

（2）其他应收股权转让款的相关说明

股权转让款对应的交易事项

2018年3月21日，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

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人民币3亿元将持有的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奥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芜湖九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与肖士诚、芜湖九九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西藏爱马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爱奥乐公司

100%股权，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原《股权收购协议》终止。

截止2018年4月30日，本公司累计收到芜湖九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7,000万元股权

转让款，同时抵减前期收购爱奥乐公司尚未支付的8,04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共计收到15,040万元股权

转让款，已达到股权转让价款3亿元的50%以上，根据芜湖九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

于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承诺书》：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14,960万元，付款

安排为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960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4,000万元；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10,

000万元。 剩余首期股权转让款960万元公司已于2019年4月18日收到，第二期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公

司已于2019年5月5日收到，表明受让方有能力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爱奥乐公司已于2018年4月24日办

理完毕股东和董事及高管的工商登记变更，已办理完毕财产权交接手续及受让方已实际控制爱奥乐公司

的财务和经营决策，表明本公司失去对爱奥乐公司的控制权。

综上，公司期末应收股权转让款余额14,960万元，全部系爱奥乐公司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通过其

他应收款核算是合理的。

（3）公司押金及保证金的形成原因及主要内容：

公司押金及保证金主要由以下几项形成：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项目履约保证金 21,721.13 82.14%

租赁押金 2,816.49 10.65%

招投标保证金 650.93 2.46%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保证金 510.00 1.93%

其他保证金 745.19 2.82%

合计 26,443.76 100.00%

由上表可看出，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押金、保证金主要由项目履约保证金、租赁押金形成，两者合计占

全部押金保证金的92.79%，其中医疗专业工程项目履约保证金15,843.46万元，医疗后勤服务项目履约保

证金4,265.67万元，租赁押金主要是亲和源养老社区租赁押金导致。

补充说明：

进一步详细说明形成原因：

公司项目履约保证金主要为公司取得医疗专业工程、医疗后勤服务项目、医院诊疗合作中心业务、医

院托管业务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客户的履约保证金，该部分保证金基本在合作结束才能退回，而由于

公司业务体量大，故该部分保证金金额较大；租赁押金主要是亲和源租赁房产作为养老社区运营按合同

要求支付的租赁房产押金；招投标保证金为公司在进行项目拓展过程中按照项目招投标文件要求支付的

保证金；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保证金为公司进行融资租赁业务所支付的保证金。

（4）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实

际使用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实际使用的

情况。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对问题（1）（2）（4）发表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8.�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3.97亿元，比年初增加123.63%，主要系医院装修工程部

分验收转入及养老社区验收转入所致。 请说明上述费用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将应一次性计入费用的支出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期末重要长期待摊费用按照项目分解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余干仁和新院区装修工程 9,542.91

江阴百意医院装修工程 970.8

宜华健康上海办公楼装修工程 1,201.98

迎丰养老项目租金 2,011.83

桐乡养老项目租金 1,141.16

杭州养老项目租金 1,938.54

迎丰养老项目装修费 6,219.26

杭州养老项目装修费 14,761.97

其他零星长期待摊 1,870.74

合计 39,659.20

上述长期待摊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余干仁和新院区装修工程：余干仁和医院有限公司向余干县方达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租赁房屋作

为新院区，余干仁和于2018年完成装修改造工作，从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

2)江阴百意医院装修工程：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向孔瑞庆及李千宝租赁江阴市丽岛华都1幢，

作为医院使用经营租赁房屋作为院区，已于前期完成装修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系摊余成本；

3) 宜华健康上海办公楼装修工程： 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与上海世纪承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1788国际大厦房屋租赁合同，承租该大厦第25层01/02/07及08单元作为办公用，已于前期完成装修转入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系摊余成本；

4)迎丰养老项目租金、迎丰养老项目装修费：子公司亲和源集团于2015年7月6日与上海锋面实业有

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承租所有权为上海锋面实业有限公司的座落于上海市

浦东新区秀沿路1670弄6号的建筑面积为18,640.56平方米的房屋。公司租赁该房屋作为经营迎丰养老及

医疗护理使用，子公司亲和源享有从房屋交付之日起的9个月的免租期，赁期自2016年9月4日至2036年9

月3日，租金总额为235,777,500.00元。 期末租金余额为亲和源预付租金的摊余成本，迎丰养老项目已于

前期完成装修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并按照剩余租赁期进行摊销，期末余额系摊余成本；

5)桐乡养老项目租金：子公司亲和源集团于2015年11月16日与桐乡市安欣养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合悦江南”亲和源老年公寓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承租所有权为桐乡市安欣养老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座落于浙江省桐乡市高桥镇世纪大道延伸段A1地块的4幢房屋及连廊共计27,859.96平方米的房

屋作为经营养老使用，租赁期为交付之日起的20年，租金总额为296,107,456.25元。期末租金余额为亲和

源预付租金的摊余成本。

6)杭州养老项目租金、杭州养老项目装修费：子公司亲和源集团于2016年与杭州久茂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杭州胜利经济合作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三方约定由公司承租所有权为杭州胜利经济合作社的

座落于杭州市下城区德胜中路415号的久茂大厦， 地上建筑面积约34,607.71平方米， 实际使用面积约

50000平方米，用于经营养老院、养老公寓使用。 本租赁物业租赁期为20年，免租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2017年7月31日止，租赁期从2017年8月1日至2037年7月31日，合同总租金为2.26亿元人民币。 期末租

金余额为亲和源预付租金的摊余成本，杭州养老项目已于2018年9月完成装修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并按照

剩余租赁期进行摊销，期末余额系摊余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经营租赁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应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合理进行

摊销。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资源。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本集团的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应由当期及以后各期承担的摊销期限

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费用，该等费用按项目受益期采用直线法平均摊销。如果长期待摊费用项目不能

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综上可看出公司医院装修工程及养老项目租金和装修费均系企业过去的租赁及装修交易形成的，由

企业控制，将通过当期及以后各期的费用摊销方式，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故其符合资产及长期待

摊费用的定义。

公司年审会计师已对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9.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04亿元，较2017年增长4.15%，产生管理费用2.62亿元，较2017年增

长61.04%，管理费用的大幅增加导致扣非后的净利润较2017年降低19.36%。请你公司说明管理费用同比

大幅变动的原因及与你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匹配性。

【回复】：

公司管理费用2018年较2017年变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加 增减变动

职工薪酬 10,448.41 6,522.78 3,925.63 60.18%

审计评估及咨询费 1,852.69 946.91 905.77 95.66%

会务费 42.77 286.02 -243.25 -85.05%

长期资产折旧摊销 3,772.42 3,004.80 767.62 25.55%

交通、差旅费、办公、招待及租赁费 7,640.16 3,763.16 3,877.00 103.03%

信息披露费 31.31 25.55 5.77 22.58%

维修费、装修费、设计费 930.58 280.51 650.07 231.75%

业务宣传费 234.97 97.16 137.82 141.85%

周年庆活动费 135.07 221.23 -86.16 -38.94%

其他费用 1,071.05 1,096.21 -25.16 -2.30%

合计 26,159.43 16,244.31 9,915.12 61.04%

公司2018年管理费用26,159.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04%，主要是由于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导

致2018年职工薪酬、审计评估及咨询费、交通、差旅费、办公、招待及租赁费等较2017年度有较大增长。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通过众安康、达孜赛勒康、亲和源三家子公司进行，该三家公司2018年收入及管

理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18年管理费用 2017年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同比增

长

2018年营业收入 2017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众安康 5,554.40 3,979.14 39.59% 126,336.39 148,989.00 -15.20%

亲和源 6,757.43 4,122.93 63.90% 27,822.17 16,704.24 66.56%

达孜赛勒康 7,900.33 3,223.25 145.10% 64,345.57 36,076.12 78.36%

从上表中可看出， 众安康公司管理费用2018年较2017年增长39.59%而营业收入反而减少15.2%，主

要是由于众安康2018年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及社保较上年同期增长82.11%。 众安康医疗后勤服务2018

年营业收入102,057.62万元， 较2017年增长26.16%， 后勤服务规模的扩张导致公司管理人员需求的增

加，而医疗工程收入虽然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公司医疗工程板块管理人员并未减少，加之用工成本的上

升，导致公司2018年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及社保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

亲和源公司2018年管理费用的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增长基本持平，能够匹配。

达孜赛勒康公司2018年管理费用较2017年增长145.1%，营业收入较2017年增长78.36%，管理费用

增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 合并医院后导致2018年收入费用结构较

2017年有较大变动所致。

10.�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2,817.45万元，其中2,254.59万元来源于固定

资产出租转入。 请你公司说明将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时间、背景、依据、合规性及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情况。

【回复】：

公司下属子公司亲和源于2018年9月将办公楼中2,260平方米对外出租，赚取租金收入，具备金融资

产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不能作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列示，应单独作为一项资产予以确认，计量、列报。

故公司自2018年9月起将其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对应资产账面原值22,545,927.16元， 累计折旧8,

574,598.12元。 公司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都以成本法进行核算，故该部分资产由固定资产转为投资

性房地产对当期损益无影响。

11.根据你公司分季度的财务数据，2018年1季度至4季度，你公司营业收入基本持平，但净利润季度

波动较大，分别为1.01亿元、7,475.21万元、3,032.15万元、-2,830.2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波动也较大，分别为2.68亿元、-9,893.4万元、1.42亿元、6,154.44万元。请你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说明净利

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季节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2018年1季度至4季度营业收入基本持平，净利润出现较大波动主要原因是：

1）公司的医疗专业工程项目大多为带资建设项目，项目竣工验收后业主方再分期回购，导致公司应

收账款的减值准备随着时间以及工程量的增加而大幅增加， 因此4季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较前面季度

的都要多。

2）公司每年3月份进行薪资调整，导致4月份开始公司职工薪酬有所增长，公司2018年1季度应付职

工薪酬发生额15,872.51万元，2-4季度平均每季应付职工薪酬17,605.15万元。

3） 公司杭州亲和源养老社区于2018年9月开始入住， 对应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开始进行摊

销，导致下半年成本费用增加。

4）公司12月计提了2018年度年终奖金1,342.22万元，导致第四季度净利润进一步下降。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为：2018年1季度春节期间公司回收部分工

程款， 导致1季度现金流量净额有较大增长；2季度主要是公司进行了工程投入以及支付相关的税费较多

导致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较大下降；3、4季度现金流量净额处于相对正常水平， 但由于4季度统一支付较多

年度结算费用，导致4季度较3季度现金流量净额有所减少。

12.�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3.44亿元，较期初降低26%；同时，你公司短期借款

期末余额13.1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4.93亿元。 从财务指标来看，你公司流动比率为0.66，资产负

债率进一步提高至69.52%。 请你公司结合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货币资金存放的具体情况及是否与存款

银行签署有特别管理协议、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评估公司的偿债能力，

说明是否存在债务逾期风险，如是，请进行充分提示。

【回复】：

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73.84 4,490.08 730.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750.34 -144,827.33 45.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05.60 26,431.68 -17.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767.51 -113,905.57 82.65%

从上表可看出，公司报告期末账面货币资金余额较期初降低26%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活动产生较多的

现金净流出，主要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所致。随着公司业务转型的全面完成，公司在2018年实施的收购

业务已经大幅减少，今后需要支付的投资活动现金支出将大幅减少；公司的业务核心将转移到进一步提

升收购后的医疗及养老产业整合和协同上面来， 全力提升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成效和经营现金流入情况。

从2018年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成效正在显现。 公司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2017年度增加730.14%，公司未来的现金流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善，从而进一步缓解公司的后

续偿债压力。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34,429.8万元，其中使用受限的资金为22,420.3万元，主要为票据保证金、保函保

证金、借款保证金等。 公司无与存款银行签署任何特别的管理协议，目前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13.11亿

元，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4.93亿元，公司拟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解决：

1）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扶

持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

策落实的通知》(� 国办发〔2018〕104号)，出台了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不

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的政策措施，防止对民营企业随意减少授信、抽贷断贷“一刀切”等做法。 随着

国家去杠杆政策的逐步退出，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在逐步放开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度，公司与各家长期合作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在全面沟通，随着政策的落地，将会逐步改善公司流动性紧张的局面，缓解短期借款

偿还的压力。

2）公司将积极拓展其他融资渠道，筹集资金的计划主要三个方面：一是加快第二期公司债券的发

行，融资规模为5.50亿元（已获得批文），主要用于置换公司的到期短期借款；二是加快推进达孜赛勒康

及亲和源两家全资子公司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事宜，目前已有相关投资机构正在洽谈；三是继续推进申请

银行长期贷款业务以及其他金融工具，例如3-5年期限的并购贷款以及养老资产证券化产品。 随着这些

融资业务的落地，公司也将进一步缓解现有的偿债压力。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暂无债务逾期风险。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上接B05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