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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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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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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涉及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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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运盛 600767 运盛医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奉军 刘芷言 

电话 021-50720222 021-5072022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

1702-04单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

1702-04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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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20,044,442.22 741,283,473.75 -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1,855,472.21 223,466,303.70 -14.1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506,616.69 -18,106,009.51 -13.26 

营业收入 32,759,299.82 23,867,977.03 3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567,986.94 -29,588,978.3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471,442.22 -31,205,373.7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202 -10.616 减少4.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3 -0.08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3 -0.087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3,9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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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21 55,286,543 0 质押 53,508,34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

利 16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6 10,763,969 0 无 0 

武汉昭融汇利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昭融利丰 3 号私

募基金 

未知 1.23 4,189,710 0 无 0 

冯伟 境内自

然人 

0.58 1,985,977 0 无 0 

丁铌蔼 境内自

然人 

0.57 1,941,317 0 无 0 

谢章芬 境内自

然人 

0.53 1,805,800 0 无 0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39 1,322,700 0 无 0 

徐卫东 境内自

然人 

0.35 1,200,000 0 无 0 

凌文娟 境内自

然人 

0.35 1,177,300 0 无 0 

翁逸亮 境内自

然人 

0.33 1,128,40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16号单一资金信

托”为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认购的“厦门信托蓝

润君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设立的增持平台，除此以外，公司并不知晓上述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759,299.82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7.25%，主要原因是

房屋销售收入增加，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9.99%，达到 14,994,733.37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1,567,986.94 元，亏损额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是对公司持有的上海哲珲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10%股权计提减值准备导致。 

2017 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的开局之年，公司管理团队完成了新老交替，明确了主业

发展方向，新的公司经理层紧紧围绕医疗综合管理与服务这一战略定位开展经营工作，在积极应

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公司针对既有的地产类资产依据资产状态进行了综合评判，有针对性地

进行了市场调研，利用多种途径加快地产类资产处置进度，最大程度盘活资产、回收资金，以降

低财务负担，加快业务转型。 



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达信息上半年按照既定计划全力开拓市场，在核心业务领域均取得明显突

破：一是在省级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方面取得突破。上半年中标并签订了湖南省中医馆健康信息

云平台项目，为开拓其他省份同类项目打下较好基础，考虑到大多数省份将于 2017 年年底前完成

省级中医馆项目招标和建设工作，融达信息将积极参与个省份的省中医馆云平台项目的竞标工作，

以努力提升全年业绩。二是在地市级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方面取得突破。公司上半年中标并签

订了新疆自治区哈密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项目，该项目作为公司进入新疆地区的第一个示范项

目，将极大地助力新疆市场开发。三是在三级医院绩效管理平台方面取得突破。公司上半年签约

江苏昆山市人民医院绩效管理平台项目，这是公司签订的首个三级医院绩效管理平台项目，为后

续绩效管理平台市场开拓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公司上半年还积极推进丽水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PPP

项目三期软件项目建设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软件建设验收工作。公司上半年还在江苏盐城

大丰区积极推进基于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增值服务工作，如合理用药咨询服务、居家养老平

台服务等增值服务，预计下半年可以取得相关增值服务收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健资科技上半年未能正常全面的开展销售工作。依照《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

理办法》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活动，均应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相应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两证缺一不可。因此受中心

动脉压测量仪注册证及生产许可证相继过期的影响，健资科技在 2017 年上半年未能正常全面的开

展销售工作。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健资科技已经完成中心动脉压注册延续，通过药监局行政审批

流程，取得生产许可证。预期下半年健资科技运营状况将得到改善。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1）2017 年 4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3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则将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公司暂未涉及此类事项。 

（2）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以下简称“准则 16 号（2017）”）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则将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修订后的准则，执行准则 16 号（2017）之前，本公司将取得

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准则 16 号（2017）之后，对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取得的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本公司按照新准则的衔接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不对

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上述两项会计政策的变化，对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无影响，对本报告期内

利润表的列报也无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