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767                                                           公司简称：运盛医疗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运盛医疗 600767 运盛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慧芳 蔡谷樑 

电话 021-50720222 021-50720222 

传真 021-50720222 021-50720222 

电子信箱 600767@winsan.cn 600767@winsan.cn 

 



1.6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33,236,926.66 元，加上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70,243,806.28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

民币-103,480,732.94 元。  2015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本年度不分配现金股利，也不送红股，不进行

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报告期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为人民币-103,480,732.94 元。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根据战略规划，公司正逐步进入大健康业务领域，依托融达信息的医疗信息化资源优势及健资科技的

可穿戴产品的技术优势，公司将形成医疗信息化、互联网医疗与可穿戴设备相互协同发展的格局。公司在

行业内率先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 PPP 模式，通过投资建设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获得地方政

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重点运营互联网医疗、区域心电、区域影像等业务。公司目前收入主要为医疗软件

开发、服务收入和设备销售收入，客户为卫生计生行政机构和基层医院。随着 PPP 项目和运营业务进一步

落地，收入范围将扩大到医疗服务收入和数据服务收入、客户对象将扩大到大健康产业链上的相关机构和

居民。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583,309,578.08 615,123,775.50 -5.17 581,255,010.68 

营业收入 50,338,034.00 183,364,795.30 -72.55 264,271,08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0,243,806.28 25,983,746.46 -370.34 -58,453,83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621,699.02 25,836,357.47 -396.57 -67,787,90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96,190,162.59 366,355,100.52 -19.15 340,367,08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339,762.23 101,994,999.81 -116.02 -67,329,263.14 

期末总股本 341,010,182.00 341,010,182.00 0 341,010,18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6 0.076 -371.05 -0.1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6 0.076 -371.05 -0.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1.20 7.353 减少28.553个百分点 -15.815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305,334.15 7,544,017.70 7,032,963.48 32,455,71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4,029.78 -7,590,809.51 -14,353,400.59 -39,675,56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731,836.06 -10,902,808.68 -14,568,267.96 -42,418,78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0,188.46 13,437,831.67 -12,605,470.83 -14,901,934.6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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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3,9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5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4,700,000 53,508,343 15.69 0 质押 53,508,343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5,108,221 1.50 0 未知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3,881,497 1.1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419,300 0.4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

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05,000 0.41 0 未知   未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359,506 0.40 0 未知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343,065 0.39 0 未知   未知 

冯伟  未知 1,288,977 0.38 0 未知   未知 

钱小萍  未知 1,000,000 0.29 0 未知   未知 



翁逸亮  未知 938,406 0.2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华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中泰证券有限公司（原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持有公司股份 1,359,506股。

除上述事项以外，公司并不知晓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亦不知晓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50,338,034.00 元，营业利润为 -71,874,218.72 元，利润总额为

-69,770,422.92 元，净利润为-70,964,228.5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0,243,806.28 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339,762.23 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为 1,025,591.39 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位于浦东国际机电数码园的国际化标准厂房除剩余 1 幢自用外均已实现销售。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全资子公司位于松江大港工业区的项目可销售面积 37,240.18 平方米，累计已实



现销售约为 43%，已实现出租率为 89.03%。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位于福州的佳盛广场C栋项目写字楼剩1,800.68平方米未完成销售，其中 1,040.78

平米已预售；佳盛广场车位共 214 个，还剩 103 个未售。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成都现代工业港内的项

目，一期开发 34 栋多层独栋总部研发办公楼，建筑面积 8.5 万平方米，34 栋主体施工完成，其中 15 栋完

成主体内墙粉刷，22 栋完成幕墙施工，34 栋完成防水施工，项目整体尚未达到预售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50,338,034.00 元，比上年同期 183,364,795.30 元减少 72.55％，主要原因为

本期房屋销售较上期有大幅减少。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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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20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运盛(上海)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耀晶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福州长建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5.00 75.00 

福建兴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3.00 53.00 

上海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重庆康润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卓诚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运川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运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注）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8 51.08 

杭州运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1.71 71.71 

健资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上海顺玥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运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00 80.00 

上海富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盛佳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Alexander Associate Ltd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香港运盛中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注：上海运晟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名称变更为上海运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年相比，增加 6 户，其中：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杭州运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立 

健资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增资控制该公司 

上海顺玥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立 

上海运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立 

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立 

上海富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立 

本年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