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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17-051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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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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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医学 股票代码 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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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港 杜睿男 

办公地址 西安市解放市场 6 号 西安市解放市场 6 号 

电话 029-87217854 029-87217854 

电子信箱 IMIR@000516.cn IMIR@000516.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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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53,343,367.87 1,999,568,128.66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827,815.90 133,008,823.26 -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6,799,553.18 140,669,091.45 -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003,592.09 135,329,526.55 -3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067 -7.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067 -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3.93%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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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5,482,680,800.16 5,555,314,848.21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10,144,829.20 3,487,418,672.53 3.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8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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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8% 372,093,150 0 质押 372,093,150 

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91,486,283 0 质押 91,486,282 

曹鹤玲 境内自然人 2.51% 49,397,770 37,048,327   

深圳市元帆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44,336,163 0 质押 40,48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

行－中融国际信托－中

融－财富 1 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7% 25,000,000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

中民 1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10% 21,712,500 0   

西安商业科技开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9,645,078 0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

行－泰达宏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 170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6% 19,010,000 0   

王文学 境内自然人 0.49% 9,720,600 0   

高原 境内自然人 0.40% 7,857,8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深圳

市元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曹鹤玲为上述

三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文学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20,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9%；自然人股东高原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055,8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1%。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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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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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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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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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17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持续加深，国家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项工作，

改善结构性失衡，打通供需循环，转换发展动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推动经济发展出现更多积极

变化。医疗健康领域，在坚持健康中国建设的主线下，国家聚焦深化医改，出台《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

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

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等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鼓足干劲、砥砺前行，继续巩固高新医院三甲复审成果，迎接西安高新医院十

五周年院庆，加快推进西安国际医学中心、西安高新医院二期扩建、商洛国际医学中心等项目的建设，实

现西安国际健康云远程中心上线运营，构建国际健康小镇，推动整体业务的战略转型，充分利用现有医疗

服务平台，扩大医疗服务规模，加强医疗技术的医学转化和临床应用，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打通大健康产

业链条，努力构建覆盖陕西地区的医疗服务网络，努力将公司打造成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健康管理集

团。在百货零售领域，继续发挥“开元百货”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优势，注重优化对消费者购物休闲体验感

的营造，推进品牌结构时尚化调整，创新营销模式和服务模式，深度维护和开发VIP客群。 

     报告期内，公司筹划向王府井转让所持全资子公司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王府井以现金方式支

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自重大资产重组启动以来，公司与交易对方均积极推进重组的相关工作。鉴于公司

与王府井就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交易协议的相关条款未达成一致，认为继续推进重组的条件尚不成

熟，为保证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以及维护市场稳定，经公司与王府井友好协商，交易双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此外，借助国家培育特色小镇东风，为充分利用陕西自贸区的政策支持，引进世界先进医学技

术和药物，开展高端医疗和医养综合服务，公司拟投资不超过15.00亿元资金作为引导资金，以西安国际医

学中心项目为核心，在西安高新区西太路沿线，规划建设或者与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共同建设国际健康

小镇，该项目将充分调动、整合各方面资源优势，站在国际化高度聚合健康产业，提高公司所处的行业地

位，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2.69%，实现营业利润15,781.30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7.03%；实现利润总额16,085.5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2,282.7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65%。 

    （2）报告期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53,343,367.87 1,999,568,128.66 2.69% —— 

营业成本 1,653,614,090.29 1,595,568,737.35 3.64% —— 

销售费用 48,104,702.10 51,425,086.52 -6.46% —— 

管理费用 144,994,749.71 151,058,986.81 -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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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7,262,249.91 5,077,018.98 43.04%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银

行存款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减

少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876,972.68 39,359,068.73 -1.2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003,592.09 135,329,526.55 -32.75%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1,059,737.46 -43,147,714.70 -389.16%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以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减少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451,043.95 -49,977,998.72 -117.00%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取

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影响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28,507,189.32 42,203,813.13 -641.44% —— 

 

    （3）公司主要子公司的经营业绩 

     开元商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报告期末该公司总资产为19.38

亿元，净资产为56,255.34万元；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7.51亿元（合并数），实现利润总额12,320.12万元

（合并数），净利润为9,266.50万元（合并数）。 

门店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开元商业钟楼店 112,722.28 9,424.13 7,068.10 

开元商业西旺店 22,439.31 883.96 663.27 

开元商业宝鸡店 31,855.09 2,123.71 1,592.78 

开元商业咸阳店 5,922.04 76.80 57.48 

开元商业安康店 2,194.67 49.96 37.47 

     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报告期末该公司总资

产为99,167.47万元，净资产为60,456.54万元；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0,160.2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4,905.8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168.45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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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应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自 2017年6月12日起开始执

行上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

不会对公司2017年1-6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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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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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2月15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医学院有限

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3,137.00万元设立上海橘子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西安君联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口腔医学中心

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影像医学中心

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眼科医学中心

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7、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临床检验医学

中心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8、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病理医学中心

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9、2017年4月26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透析医学中心

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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