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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临-2017-111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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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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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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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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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医疗 股票代码 00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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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震刚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8 号公元大

厦北楼 3 楼 303A 
 

电话 0571-87381223  

电子信箱 dm@cxylgf.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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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94,647,456.61 372,874,639.96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941,103.99 56,851,949.01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70,728,153.06 50,992,731.12 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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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597,215.40 76,350,280.08 1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1.94%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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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900,222.83 4,566,974,798.10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61,205,999.00 3,531,572,235.77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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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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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夏英 境内自然人 17.02% 77,616,997 0 质押 41,200,000 

上海康瀚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1% 46,080,473 46,080,473 质押 33,500,00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8.84% 40,322,580 40,322,580 质押 16,000,000 

杭州昌健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5% 33,955,857 33,955,857 质押 33,955,857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4.87% 22,225,300 16,450,225 质押 3,300,000 

上海岩衡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2% 16,977,929 16,977,929   

工银国际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3.07% 14,014,588 0   

杭州岚创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12,733,430 12,733,430   

齐齐哈尔建

恒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11,304,928 11,304,928 质押 11,304,928 

毛岱 境内自然人 1.97% 8,988,964 8,488,964 质押 7,97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夏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海军为实际控制人陈夏英的弟弟，他们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陈越孟控制的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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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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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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司积极围绕发展战略进行产业布局，大力发

展医疗产业，基本实现了公司经营目标，上半年珍珠业务受环保政策影响有所损失，给公司上半年度经

营指标预期造成影响。具体如下： 

（一）大力发展医疗业务，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1、医疗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建华医院、康华医院和福恬医院等子公司，在一系列促进社会办医等政策利好

下，公司通过收购、扩建、合办等方式加快进行医院网点布局，加大经营辐射区域。同时积极引进高精

尖医疗设备与人才，完善供应链管理，积极推进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全面提升现有医院的诊疗水平，

着力构建“医疗技术、品牌和文化”，从而形成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2、珍珠养殖加工业务 

报告期内，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不利的行业发展环境，公司珍珠业务继续亏损，为进一

步减少亏损，公司逐步调整养殖规模、优化资产配置，缩减珍珠产业规模。 

（二）有序推动子公司对外投资、并购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支持和鼓励三家医院对外拓宽医疗市场。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建华医院于2017年2月

和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齐齐哈尔明珠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15,298,227.78元债权产权交易合同》（目前尚在交割中），2017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建华医

院设立孙公司--哈尔滨方华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健康信息咨询（不含诊疗）、心理咨询服务（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报告期内，康华医院为发挥公司资源最大化，积极抓住浙江省内医疗服务业务的投资机会，拓展新

的业务领域，与杭州沃若投资共同投资设立杭州康华医院有限公司（筹）。为完善综合门诊诊治范围，新

开设甲乳外科、肛肠外科、胸外科、骨关节科、妇科专家门诊；康华医院与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合

作，于2017年3月拿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报告期内，福恬医院为扩大医疗服务人群，新增儿童康复科、口腔科、眼科白内障手术室、疼痛手

术室、外科手术室等，并有序的促进医院各项业务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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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医疗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医疗管理体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公司在严格遵循《医院院感标准手

册》、《医院服务标准手册》等标准化管理制度的同时，全面推行以客户满意度为指标的考核体系，健全

并落实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公司下属医院首抓医疗核心制度的落实，在严格执行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健

全各项医疗规章制度，规范医疗技术操作流程，和严格执行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核心制度的同时，结合

各下属医院实际，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细则，为医疗质量与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 

建华医院以等级医院评审标准目标，以ISO9000认证要求为管理工具，继续履行业务指导及管理职能，

得到黑龙江省疾控中心给予高度评价。2017年2月，建华医院被授予 “三级甲等医院”的称号，由“三

级乙等医院”晋升为“三级甲等医院”。 

（四）高度重视人才梯队建设 

公司高度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建立了对下属各医院实施分岗位、分层次的培训体系，采取内部培

训及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各类医护人员制定出个人成长和公司需要相结合的培训计划，逐步提

高医护人员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稳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五）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内控建设，报告期内，公

司修订了全套内控制度，力求做到将规范运作的要求贯穿于日常经营的始终，稳步推进内部控制体系，进

一步将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做细做实，确保公司内控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实施有实效。同时，公司积极开展

投资者关系建设等工作，规范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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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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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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