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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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文小兵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能鲲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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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551,770.95

4,531,253.43

0.45%

-9,777,666.03

-21,248,238.48

53.98%

-9,839,915.36

-21,356,888.81

53.93%

-23,226,762.83

-42,806,274.61

4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9

-0.1150

5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9

-0.1150

5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8%

-10.5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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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08,316,632.03

518,080,313.75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251,889.16

129,029,555.19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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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410.49 主要为物业管理费滞纳金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373.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787.78
62,24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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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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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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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22,358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州市天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2.65%

41,864,466

其他

4.90%

9,058,631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9,020,377

境内自然人

2.81%

5,189,726

2.48%

4,580,087

1.53%

2,834,305

其他

1.22%

2,260,668

境内自然人

0.97%

1,794,963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1,470,000

境内自然人

0.75%

1,3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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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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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晟联辉投资
有限公司
徐伟
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北
方信托－刀锋 1 其他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大地 48 其他
号单一资金信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盛锦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潘光明
深圳市瑞华丰实
业有限公司
纪正祥

1,47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864,466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41,86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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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9,058,631 人民币普通股

9,058,631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9,020,377 人民币普通股

9,020,377

徐伟

5,189,726 人民币普通股

5,189,726

4,580,087 人民币普通股

4,580,087

2,834,305 人民币普通股

2,834,305

2,260,668 人民币普通股

2,260,668

潘光明

1,794,963 人民币普通股

1,794,963

纪正祥

1,3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7,000

陈卓婷

1,225,898 人民币普通股

1,225,898

伙）－庞增添益 3 号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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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 48
号单一资金信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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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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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期初余额（或上
金额）

期金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系上年同

销售费用

888,414.69

452,220.84

96.46%

管理费用

9,847,643.50

19,372,299.50

-49.17%

期冲减以前年度多计提的销售费用
公司严控各项费用支出，精简优化人员，致
本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
上年同期支付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

资产减值损失

305,265.15

1,740,008.84

-82.46% 的履约意向保证金，按照公司的会计政策，
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是本期各参股
-69,101.00

-342,161.41

79.80%

公司亏损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项目仍在持续投入，导
致本报告期亏损；报告期内，公司严控各项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9,777,666.03

-21,248,238.48

53.98%

费用支出，精简优化人员，本报告期亏损较
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医疗板块投入持续增加致本期末较上年末

货币资金

107,673,879.65

138,691,234.27

-22.36%

预付款项

1,581,545.53

480,078.33

229.43%

3,962,782.36

-100.00%

本期末较上期末增加的原因是本期末有预

公司的车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建医院投

在建工程

132,542,459.60

112,988,819.62

17.31%

开发支出

5,572,025.80

4,651,020.33

19.80%

应付职工薪酬

2,555,282.23

3,574,426.96

-28.51%

3,041,155.16

6,687,945.72

-54.53%

3,247,809.78

12,273,408.43

-73.54%

入增加
明安在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项
目投入增加。
主要是上年末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司计提年终奖及双薪
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为上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付的房租款
上年末公司对北京天地林泽投资管理有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到的现金

减少

同期收到售楼款
上年同期收到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
退回的履约意向保证金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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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本期公司精简优化人员，致本期较上年同期
8,711,671.93

16,083,276.16

-45.83%

414,037.47

28,275,722.70

-98.54% 上年同期支付相关税费

17,346,035.99

12,624,892.3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本期按协议约定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37.40%

-23,226,762.83

-42,806,274.61

45.74% 费用支出，精简优化人员，致本期较上年同
期大幅度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本期控股子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较
-2,489,749.00

-48,050,505.30

94.82%

-6,750,000.00

1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
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

量净额

公司分配少数股东利润675万
上年同期支付相关税费、购买固定资产，公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限公司保证金1,000万元
上年同期支付相关税费，本期公司严控各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大幅度减少

-25,716,511.83

-97,606,779.91

73.65% 司本期严控各项费用支出，精简优化人员，
致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
主要系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依照
《房产购买意向协议》支付履约意向保证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金、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
131,108,671.00

341,918,851.37

-61.66%

回少数股东减资款及缴纳税费、佛山市瑞丰
投资有限公司分配给少数股东利润及医疗
板块日常经营支出
主要系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05,392,159.17

244,312,071.46

-56.86% 司退回少数股东减资款及缴纳税费，医疗板
块日常经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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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8日，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刘远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2018年2月8日，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文小兵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选举文小兵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2、由于相关政策、资本市场环境等各种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2018年1月8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3、经公司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分别进
行协商，2018年1月5日，公司与北京儿童医院、公司子公司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儿科研
究所分别签订了《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之协议书》。
4、2018年3月9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安人寿”、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解除<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关事宜的协议》。公司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向天安人寿分四期无息退还天安人
寿已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认购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5,000万元。该协议是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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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后，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非公开发行涉及事项进行的处理。除自有资金外，公司将视情况通过对项目
及项目涉及的公司采取包括转让、合作等多种方式解决资金来源，退还天安人寿公司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该事项已于2018年3月28日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一笔认购履约保证金已按合同
约定退还。
5、2018年1月8日，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就《房产购买意向协议》终止相关事宜签订《<房产购买意向协议>之终
止协议》。协议生效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分四期向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无息退还其已
支付的4000万元意向保证金，每期退还1000万元，各期退还日期分别为：2018年3月31日、2018年6月30日、
2018年9月30日、2018年12月31日。北京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已收到退回的第一笔意向保证金。
6、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8年2月8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6亿元。2018年2月27日，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办
理完毕。
7、因股权转让纠纷，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
传票等相关材料。被告李国勇就北京高科医院合作事项起诉上海纪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市明安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第二被告），该诉讼于2018年3月30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重要事项概述
选举刘远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文小兵先生为公司董事及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披露日期
2018 年 01 月 19 日

2018 年 02 月 09 日

2018 年 01 月 09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公司与北京儿童医院、公司子公司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分别签订了《解除<战略合 2018 年 01 月 06 日
作协议书>之协议书》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公司与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解除<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2018 年 03 月 10 日
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关事宜的协议》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
公司就《房产购买意向协议》终止相关事宜签订《<房产 2018 年 01 月 09 日
购买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6 亿 2018 年 01 月 27 日、2018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元及增资事项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
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
院民事传票等相关材料

年 2 月 28 日
2018 年 03 月 01 日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
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mb0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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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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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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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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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7,673,879.65

138,691,234.27

应收账款

2,884,778.59

2,375,523.02

预付款项

1,581,545.53

480,078.33

42,166,404.61

42,968,381.37

32,364,058.58

32,372,759.92

1,749,183.75

1,646,664.26

188,419,850.71

218,534,641.1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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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142,001.84

8,211,102.85

固定资产

24,004,650.87

23,013,852.31

在建工程

132,542,459.60

112,988,819.62

无形资产

147,473,270.74

148,315,365.00

开发支出

5,572,025.80

4,651,020.33

1,324,326.69

1,399,788.69

838,045.78

965,723.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9,896,781.32

299,545,672.58

资产总计

508,316,632.03

518,080,313.75

应付账款

102,981,081.32

90,368,964.49

预收款项

5,450,767.85

5,728,834.57

应付职工薪酬

2,555,282.23

3,574,426.96

应交税费

2,294,189.35

2,618,433.64

投资性房地产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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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516.69

8,516.69

257,439,945.56

268,305,816.58

263,250.00

263,250.00

370,993,033.00

370,868,242.93

370,993,033.00

370,868,242.93

184,819,607.00

184,819,607.00

22,820,326.72

22,820,326.72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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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6,885,074.86

6,885,074.86

-95,273,119.42

-85,495,453.39

119,251,889.16

129,029,555.19

18,071,709.87

18,182,515.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323,599.03

147,212,070.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08,316,632.03

518,080,313.7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法定代表人：文小兵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能鲲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能鲲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3,835,068.68

77,470,697.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6,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91,594,111.84

388,979,577.60

455,435,180.52

466,450,274.83

11,708,064.48

11,708,064.48

存货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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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21,538.72

22,857.16

16,388.87

21,305.54

11,745,992.07

11,752,227.18

467,181,172.59

478,202,502.01

11,755,507.25

11,755,507.25

218,115.00

345,155.00

41,912.61

30,514.37

8,516.69

8,516.69

251,809,333.42

261,676,298.42

263,250.00

263,250.00

264,096,634.97

274,079,241.73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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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64,096,634.97

274,079,241.73

184,819,607.00

184,819,607.00

23,304,960.67

23,304,960.67

6,885,074.86

6,885,074.86

未分配利润

-11,925,104.91

-10,886,382.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3,084,537.62

204,123,260.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67,181,172.59

478,202,502.0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4,551,770.95

4,531,253.43

4,551,770.95

4,531,253.43

14,460,552.21

25,383,974.6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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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成本

3,786,244.05

4,248,050.03

22,613.07

72,875.39

销售费用

888,414.69

452,220.84

管理费用

9,847,643.50

19,372,299.50

财务费用

-389,628.25

-501,479.93

305,265.15

1,740,008.84

-69,101.01

-342,161.40

-69,101.01

-342,161.40

-9,977,882.27

-21,194,882.64

加：营业外收入

107,794.29

157,983.80

减：营业外支出

18,383.80

2,140.42

-9,888,471.78

-21,039,039.2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2,035.57
-9,888,471.78

-21,081,074.8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9,888,471.78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9,777,666.03

-21,248,238.48

-110,805.75

167,163.6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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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
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
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9,888,471.78

-21,081,074.83

-9,777,666.03

-21,248,238.48

-110,805.75

167,163.65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29

-0.115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29

-0.11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文小兵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能鲲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能鲲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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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管理费用

1,192,611.29

2,862,960.66

财务费用

-310,888.66

-108,355.67

157,000.03

4,429,835.26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20,124,853.76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38,722.66

12,940,413.51

-1,038,722.66

12,940,413.51

-1,038,722.66

12,940,413.51

-1,038,722.66

12,940,413.5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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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038,722.66

12,940,413.51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56

0.07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56

0.0700

七、每股收益：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41,155.16

6,687,945.7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
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
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
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6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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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47,809.78

12,273,408.43

6,291,640.67

18,961,354.15

3,046,658.11

4,783,737.59

8,711,671.93

16,083,276.16

414,037.47

28,275,722.70

17,346,035.99

12,624,892.31

29,518,403.50

61,767,628.76

-23,226,762.83

-42,806,274.6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
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
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48.14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000.00

48.14

2,639,749.00

48,050,553.44

2,639,749.00

48,050,553.4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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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9,749.00

-48,050,505.3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6,750,000.00

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75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716,511.83

-97,606,779.91

131,108,671.00

341,918,851.37

105,392,159.17

244,312,071.46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784,159.39

10,315,408.07

50,784,159.39

10,315,408.07

857,691.99

1,674,648.1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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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846.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62,095.95

91,652,450.34

64,419,787.94

93,375,945.21

-13,635,628.55

-83,060,537.1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562,5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562,5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62,5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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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635,628.55

-66,498,037.14

77,470,697.23

70,554,106.44

63,835,068.68

4,056,069.30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小兵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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