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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2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公告编号：2018-037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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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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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斌 董事 因公务无法出席 文小兵 

陈玉峰 董事 因公务无法出席 孙彦安 

张在强 独立董事 因公务无法出席 李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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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景控股 股票代码 0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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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 胡文君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 号天誉花园二

期 501 房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36 号天誉花园二

期 501 房 

传真 020-85219227 020-85219227 

电话 020-85219303（转）85219563（直线） 020-85219303（转） 85219691（直线） 

电子信箱 ljkgdm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房地产及物业管理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业务：1、本报告期，物业管理业务正常开展，成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2、房地产销售：公司目前无土地储备，亦无正在开发及待开发房地产项目，房地产存货中的住宅已经基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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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仅剩余车位及少量商铺，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库存，房产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

下降。 

（二）公司转型医疗行业 

1、公司转型医疗行业是出于看好医疗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增长动力，但由于相关政策、资本市场环境等各种

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终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2、原非公开发行有关项目及项目公司的情况如下： 

（1）南宁明安医院项目业务开展情况： 

南宁明安医院建设稳步推进，按 2017年的规划要求，南宁明安医院完成了项目前期报建的各项工作，已取

得《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南宁明安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和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宁明安医院（中国-东盟跨国医疗合作平台）项

目核准的批复》文件、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权证书》、南

宁市规划管理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这为医院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截止报告期末，南宁明安医院完成地上 19,000 ㎡、地下 21,368.59 ㎡的施工建设，目

前处于正常施工中。 

（2）明安在线的业务开展情况： 

明安在线2017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463万元。报告期内，明安在线重点开展了明安益儿系列短视频、健康管

理服务产品、单病种管理、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远程医疗平台、城市癌症早诊早治课题之随访服务平台等业务和

产品研发及运营工作：家庭健康管理服务产品包含实物健康护理产品和虚拟增值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家

庭生活中常见的健康诉求，产品2017年覆盖了天安人寿全国9个省的部分市级机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17

年建立了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随访信息化平台，数据统计平台为该项目完成数据收集整理、癌症筛查模型改进做

出了重要作用，全年共完成20,000余人的癌症随访工作，另通过举办科普教学培训、开通咨询服务专线等服务

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癌症的认知；2017年制作明安益儿系列短视频230余期，通过明安自有平台和合作平台发布，

覆盖了主流视频网站、新闻客户端、母婴内容垂直平台等。 

3、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减少管理层级： 

广西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取得工商注销核准通知书，办理完成了注销手续；北京明安

血液病医院有限公司、西安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石家庄明安门诊部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05月11日、2017

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07日取得工商注销核准通知书。明安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北京明安远程医疗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明安圣云仙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心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注销手续已在办理中。 

4、其他工作：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

的指导意见》等要求，均将医药生物列入重点发展领域，“健康中国2030”则将健康产业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的高度。 

本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医疗方向的转型，接触、考察、调研了包括传统医药制造、医疗器械制造、原

料药制造、医药中间体制造等医药制造领域项目，并调研了连锁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等医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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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2,061,342.83 299,501,456.57 -92.63% 19,764,54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260,766.15 32,113,399.53 -359.27% -23,677,90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046,711.70 19,241,643.18 -526.40% -28,508,93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36,825.24 203,759,698.53 -163.28% -24,892,66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7 -364.7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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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7 -364.71%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9% 16.36% -65.15% -12.3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518,080,313.75 622,771,962.88 -16.81% 404,699,49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029,555.19 212,290,321.34 -39.22% 180,176,921.8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531,253.43 4,084,142.32 9,315,308.15 4,130,63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48,238.48 -17,799,427.05 -19,040,067.59 -25,173,03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56,888.81 -17,886,444.31 -19,043,217.52 -23,760,16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06,274.61 -59,758,276.88 -20,195,769.20 -6,176,5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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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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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5% 41,864,466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庞增添益 3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4.90% 9,059,031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9,020,377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

方信托－刀锋 1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48% 4,580,08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2% 2,260,668    

深圳市瑞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1,470,000 1,470,000   

纪正祥 境内自然人 0.75% 1,387,000    

毛贵良 境内自然人 0.65% 1,195,300    

潘光明 境内自然人 0.64% 1,178,863    

徐伟 境内自然人 0.56% 1,033,3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未披露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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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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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房地产业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06.1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2.63%；实现营业利润-8,344.69万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261.4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326.08万元。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原因是：（1）公司仍

处在转型过程中，医疗项目在持续投入、租用了办公场所、优化了医疗队伍，本报告期阶段性期间费用增加。

（2）公司全资孙公司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房

产购买意向协议》并支付了履约意向保证金，该保证金形成其他应收款。2018年1月8日，北京明安与北京经开

光谷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房产购买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协商解除了《房产购买意向协议》并约定了履约意

向保证金的归还时间，鉴于2017年12月31日尚未归还，按公司的会计政策，对该保证金计提坏账准备；（3）本

报告期公司未新增可供出售房产，房产销售大幅减少，可确认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本报告期，公司房地产存货中的住宅已经基本销售完毕，仅剩余车位及少量商铺。公司目前无土地储备，

亦无正在开发及待开发房地产项目。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的工作重点是清理库存，公司共销售车位4个，结算

面积合计46.66㎡，期末合计可销售面积为8287.12㎡（其中金碧御水山庄3958.16㎡，誉晖花园4328.96㎡）。 

地区 
项目 

名称 

权益比例 

（股权比例） 
类型 

期初可售面积

（㎡） 

本期销售面积

（㎡） 

本期结算面积

（㎡） 

期末可售面积 

（㎡） 

华南 金碧御水山庄 90% 住宅（含商 3,970.51 12.35 12.35 39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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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铺、车位） 

华南

地区 
誉晖花园 66.25% 

住宅（含商

铺、车位） 
4,363.27 34.31 34.31 4328.96 

合计    8,333.78 46.66 46.66 8287.12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由于相关政策、资本市场环境等各种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终止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工作：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于2017年3月14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2017年4月6日，公司公告了《关于申请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公告》。2017年5月3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调整非公开

发行方案，待完成方案调整并履行完毕相关决策程序后再行申报。2017年6月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解除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上海纪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丹巴达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余斌、西藏格桑梅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共青城量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于解除<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的协议》，并于同日与上述各方签订了解除协议。2017年6月29日，中国证监会向我公司出具《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决定终止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2017年7月3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8年1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终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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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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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 16,129,093.24 1,481,902.60 9.19% 15.49% 18.43% 0.23% 

医疗服务 5,257,490.14 663,315.74 12.62% -14.73% -82.47% -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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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公司房地产存货中的住宅已经基本销

售完毕，仅剩余车位及少量商铺，本报告期，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大幅减少。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1）公司仍处在转型过程中，

医疗项目在持续投入、租用了办公场所、优化了医疗队伍，本报告期阶段性期间费用增加；（2）公司全资孙公

司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房产购买意向协议》

并支付了履约意向保证金，该保证金形成其他应收款。2018年1月8日，北京明安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

签订《<房产购买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协商解除了《房产购买意向协议》并约定了履约意向保证金的归还

时间，鉴于2017年12月31日尚未归还，按公司的会计政策，对该保证金计提坏账准备；（3）本报告期公司未新

增可供出售房产，房产销售大幅减少，可确认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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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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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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减少合并范围：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合并范围变动原因 

1 广西天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子公司（2017年1月注销） 

2 西安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子公司（2017年10月注销） 

3 石家庄明安门诊部有限公司 注销子公司（2017年11月注销） 

4 北京明安血液病医院有限公司 注销子公司（2017年5月注销）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小兵 

  

                                                                  二O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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