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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8                   证券简称：思创医惠                     公告编号：2018-018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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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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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楠 董事 工作原因 商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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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7,885,3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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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创医惠 股票代码 3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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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新军 曾正 

办公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8号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8号 

传真 0571-28818665 0571-28818665 

电话 0571-28818656 0571-28818665 

电子信箱 sunxinjun@century-cn.com zengzheng@century-c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互联物联，改变生活”的战略，坚持通过不断创新，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快速渗透到居民生活中，着力打造形成以智慧医疗、智慧健康、智慧养老和智慧

商业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引领行业创新发展，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智慧医疗和智慧商业整体解

决方案供应商。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一）智慧医疗业务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以“保障病人安全、提高医疗质量和临床效率”为目标，以简约智慧医疗为理念，围绕以病人为

中心，全面构建面向医院业务、基层卫生、居民养老和健康管理的可及连贯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为大

众和医疗机构提供全人全程的医疗健康信息化服务，助力医疗改革、提高医疗效益、服务全民健康。 

（2）主要产品及用途 

主要产品包括基于解决医院各应用系统数据交互信息孤岛，实现医院标准化医疗信息集成、共享的智

能开放平台；基于解决医院各应用模块痛点，提供个性化需求的医疗闭环管理业务系统；以一种简约的方

式，解决医院有线网、物联网、无线网和内外网之间的通讯和数据融合应用的四网合一的物联网基础架构

平台；以一种终端应用的方式，应用于医院、社区、家庭，实时监控、采集医疗健康信息的医疗健康信息

耗材产品；基于医疗大数据的医疗人工智能应用，辅助医生提供诊疗咨询服务；以及基于“智能开放平台

+微小化应用”的智慧医院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公司专业的JCI、HIMSS评审项目实施经验、先进的信息化

规划设计理念，协助医院进行医院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助力医院实现“体系架构统一平台化、

业务系统专科微小化、业务流程标准闭环化、资源管理智能集约化、用户体验个性极简化”等高度智能化

的智慧医院建设目标。 

（3）经营模式 

公司智慧医疗产品目前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一般采用直营的模式，少部分采用代理的模式，主要客户

为国内及港澳地区的大中型医院及其他医疗养老机构。 

（4）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医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1,347.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89%；受益于以智能

开放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医院整体解决方案大型项目订单的显著增加，公司智慧医疗业务取得较大幅度增

长。 

（5）行业地位 

公司在业内领先开发了医疗信息智能开放平台，结合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打造从家庭、社区到医院

的可及连贯的创新型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生态体系，并利用大数据、深度学习和认知计算等先进技术率先开

发医疗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搭载人工智能的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生态体系，实现保障病人安全、提高临床效

率和质量的目标，提高医疗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公司成立以来已累计为全国1000多家医院提供医疗信息

化建设服务，其中包括12家全国20强医院、38家全国百强医院和6家港澳医院，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够给境

外医院提供国际标准化信息服务的企业，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同时为医院提供JCI、HIMSS和医院信息互联

互通评审咨询服务的IT企业。报告期内，公司被成功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标志着公司软

件研发实力与规模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二）商业智能业务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以全球领先的EAS、RFID开发与应用平台为依托，凭借从标签的研发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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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面向全球商超、服装鞋帽、3C连锁、珠宝等零售行业以及市政、物流、资产管理等行业，提供创新、

优质、高效的EAS电子防盗标签、RFID标签、硬件设备以及智慧商业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2）主要产品及用途 

主要产品有实现防损防盗产品展示功能的硬标签、软标签、电子标签及其配套设备、AM/RF天线系统、

展示保护类产品；实现数据读取、采集、显示、识别以及监测功能的超高频RFID基础标签、特种标签、ESL

变价标签，以及其配套的写码设备、手持机等硬件设备；实现智能监测、智能管理以提高效率及改善用户

体验的RFID监测系统、智慧仓储系统、智慧门店系统等集成应用系统和平台。 

（3）经营模式 

公司商业智能产品销售覆盖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以ODM、OEM为主，部分区域为直营模式，

客户主要为从事服装、零售等行业的应用系统集成商。国内市场均为自主品牌，以“一站式零售解决方案

提供商”的定位，采用直营加代理的模式，主要客户包括大型商超、服装连锁企业、3C卖场、生鲜店、珠

宝、物流、市政以及资产管理等行业客户。 

（4）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智能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9,877.3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57%，受研发投入增加、

EAS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及部分标签产品实施竞争性降价策略等因素影响，商业智能事业部净利润同比下

滑。 

（5）行业地位 

随着传统消费提档升级、新兴消费快速兴起，零售行业面临深刻重塑，公司积极把握“新零售”市场

发展机遇，在多年技术积累和市场应用经验基础上，专注于数字化零售、物联科技方案的设计，拥有从标

签的研发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在数字化零售和RFID应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全球

300多家客户和代理伙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产品出口遍及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等70多个

国家及地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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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1,112,251,720.34 1,089,965,891.24 2.04% 852,947,00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262,340.03 187,978,918.78 -30.70% 140,968,24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591,186.01 176,497,197.31 -38.47% 110,200,20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688,718.29 134,616,317.57 36.45% 162,868,03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5 -36.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5 -36.0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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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13.74% -7.36% 11.58%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2,901,704,986.98 2,955,750,677.85 -1.83% 2,456,940,7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62,117,296.34 2,038,401,613.05 1.16% 1,284,683,975.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2,645,594.51 262,430,816.22 261,919,704.98 375,255,60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52,438.07 38,544,892.74 35,737,554.77 21,927,45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93,887.74 33,186,794.82 28,255,734.08 14,754,76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25,427.84 49,390,043.44 -34,273,580.18 238,797,682.8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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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0,6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5,0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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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楠 境内自然人 16.33% 131,905,000 118,091,250   

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5% 90,912,612 90,912,612   

章笠中 境内自然人 3.05% 24,601,203 24,589,053   

方振淳 境内自然人 2.38% 19,241,370 18,045,112 质押 18,045,112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18,045,112 18,045,112 质押 18,045,112 

浙江鲲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鲲鹏资本－中瑞思创定增 1号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3% 18,045,111 18,045,111   

杭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10,678,712 10,678,712   

张佶 境内自然人 1.13% 9,167,600 7,593,75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恒升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7,875,00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盘古 2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7,8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自然人股东路楠先生持有法人股东杭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02%的股权；

非公开发行认购方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鲲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鲲鹏资本—

中瑞思创定增 1号证券投资基金、方振淳与公司控股股东路楠先生签署了《委托投票协议

书》，就其本次认购所获股份及其孳生股份不可撤销地委托路楠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该

等股份相关委托投票权的行使，自 2016 年 1月 31日后且路楠先生所持公司全部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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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包含委托人委托表决权和/或其他拟委托投票权，如有）合计低于 30%时开始实施，

期间委托人将就上市公司所有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路楠先生保持相同意见。（2）

自然人股东章笠中先生持有法人股东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41%的股权。除此之

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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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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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董事长章笠中先生的带领下，公司以智慧医疗产业为核心，带动物联网相关产业稳步发

展，正朝着“国际一流的智慧生活技术服务专家”的愿景稳步前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225.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4%；实现营业利润15,368.1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6.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26.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70%；基

本每股收益0.16元。 

2017年，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规划继续深耕智慧医疗及商业智能两大主营业务，实现整体经营平

稳发展。受益于以智能开放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医院整体解决方案大型项目订单大幅增长，公司智慧医疗业

务业绩取得较快增长，医惠科技超额完成了本年度的承诺业绩，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675.99

万元。商业智能事业部主要受研发投入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竞争加剧后公司对部分产品实施竞争

性降价等因素影响，公司商业智能业务业绩同比下滑，加之商业智能业务因海外客户拖欠货款以及海外投

资项目业绩不达预期计提大额坏账损失和商誉减值，对本期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具体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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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回顾如下： 

（一）智慧医疗核心业务迅速发展，大型项目订单大幅增长，人工智能产品实现创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着眼于打造创新型智慧医疗服务生态体系，不断增强医院信息化

顶层设计能力，夯实医疗大数据应用基础，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应用，布局大健康产业，实现创新产品

突破性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核心业务取得快速发展，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544.18万元，同比增长21.60%。 

1、技术研发方面 

医惠科技围绕从物联网终端到智能开放平台到人工智能的三层战略架构，高度重视信息化技术研发投

入和技术积累，报告期内，医惠科技共获得软件著作权94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报告期内，公司对智能

开放平台进行全方位深度开发和迭代升级，形成囊括科研综合服务平台、后结构化管理服务平台和临床智

能辅诊系统在内的综合应用平台，实现从科研应用到病历数据处理，再到基于病历数据的人工智能应用，

最终形成一整套诊疗案例再反馈到科研服务，形成诊、疗、研的全方位医疗信息服务闭环。公司自主研发

的“医惠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系统软件V1.0”分别获得IHE中国2017年测试系统通过证书（医疗机构服务系

统）、HIE中国2017年测试系统通过证书（患者信息管理系统）、IHE中国2017年测试功能角色通过证书，

成为国内首批平台产品3大构件均通过国际IHE测试认证的企业。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和应用研发上，医惠科技建立了国内唯一的中、西医术语本体体系框架，

提升了计算机识别、理解、洞察、判别、询证、辅助医学的能力，为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打下坚实基

础；公司开发单病种医学本体语义术语系统，通过结构化语义平台，能够按照临床病种将医疗机构大量历

史病历进行归并、处理、清洗、有效过滤无效信息，只提取有用的信息，从而形成全结构化单病种数据库；

公司自主开发完成了医疗认知引擎ThinkGo，ThinkGo融合了谷歌人工智能引擎和其他开源算法，吸收借鉴

国外先进的病历训练方法，将人工智能的处理引擎与临床辅助诊疗模型做结合，并借助大量医学教科书、

临床指南、期刊文献、临床病历等进行了训练。目前，ThinkGo已在单病种人工智能应用的研发中发挥重

要作用,公司先后在多家医院实现疝、肝病、糖尿病、川崎病等单病种疾病的机器人辅助问诊。 

2、产品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医惠科技凭借物联网、人工智能应用、平台数据交互三大核心技术，着眼于打造创新型智

慧医疗服务生态体系，继续提升医院信息化顶层设计能力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交付能力，拓展基于智能开

放平台的微服务框架，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增加。医惠科技已逐步形成了以下四大类的

产品体系：（1）以医院智能开放平台、四网合一的物联网基础架构平台、互联网诊疗服务系统等为代表

的医疗信息建设智能化产品，该类产品能有效增强医院的整体管理能力。（2）以一体化电子病历系统、

医生云门户、沃森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等为代表的诊疗资源管理智能化产品，该类产品能有效提升医生的整

体工作效率。（3）以护患一体化服务、智能床监护系统、第三方药品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等为代表的临床

实践应用智能化产品，该类产品能有效强化医院的核心竞争力。（4）以妇幼全程健康智能管理、智能护

理移动管理平台、区域慢病健康管理等为代表的全程医疗智能化管理产品，该类产品能有效形成医疗管理

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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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医惠科技在医疗人工智能应用产品的研发上也有新的进展，公司利用自有的医疗认知引擎

ThinkGo自主研发基于单病种的人工智能应用，继成功推出手足口病机器人之后，目前已有疝、川崎病、

乙肝、心梗、糖尿病、肝癌、儿科感染病等多个单病种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助力打造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包虫病智能诊疗机器人、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小儿手足口病智能诊疗机器人等一系列典型案

例。 

3、市场拓展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了国家卫计委公开招标的委属（管）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设计公司项目，成

为国家医院信息化顶层设计规划单位。医惠科技以“智能开放平台+微小化应用”为建设理念的智慧医院

整体解决方案高度吻合了医院对新一代医疗信息系统的需求，因而得到众多高等级医院的认可。与上年同

期相比，公司中标千万级大型项目订单数量大幅增长，成功中标了南京鼓楼医院、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广

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圣德国际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菏泽市立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等一批单体金额在千万元级别

以上的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在医疗人工智能市场的拓展。医惠科技联合参股公司杭州认知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大力推进IBM Watson在中国的本土化，在全国各地加速设立沃森联合会诊中心，快速铺开医疗人工智

能应用网络。目前已有二十多家沃森联合会诊中心正式落地运营并开放商用服务。随着医疗人工智能产品

的应用推广，公司目标是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普遍化、常态化的临床辅助服务，充分发挥其在临床

辅助诊疗方面的产业价值。 

（二）商业智能业务立足市场需求，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在RFID市场容量持续增长、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公司商业智能事业部立足自身的技术研发、制

造管理和产业链优势，着眼于市场，及时调整产品及市场推广战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 

1、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注重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以市场为导向，着重加强对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高

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储备。立足当前零售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加大对新零售领域产品及应用技术的

投入和储备，加强与行业内合作伙伴的技术交流，并在智能化零售的部分环节取得阶段性成果。报告期内，

公司共获得EAS、RFID专利授权62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共计58项。 

2、产品创新方面 

公司商业智能事业部凭借自主研发优势，以及近年来集成应用方面的经验积累，进一步丰富EAS标签、

RFID标签、ESL电子变价标签、展保类产品等应用特定场景的各类基础标签和特种标签，并始终保持与终

端客户的紧密联系，针对RFID集成应用技术方案进行反复的设计论证，推出更加完善的智慧门店系统解决

方案、智慧供应链解决方案、资产管理系统等不同行业特定环节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以及基于多项门店创

新技术融合的天机智能运营管理平台，采用“服务+商品+数据”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EAS技术、RFID技

术、无线网络、视频识别等多种数据采集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获取消费者和商品信息，借助人工智能平台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者建议，建立会员数据库，为经营者提供有效的运营数据，提升营运效率，帮助门店真

正实现“掌上管理”。 

在无人零售领域，公司持续多年深耕RFID应用技术取得的成果在无人零售领域得到良好应用。报告期

内，公司商业智能事业部与产业链上下游集成商共同协作，设计开发了无人零售便利店的整套解决方案，

并成功助力苏宁易购无人店的落地运营，市场反响良好，充分体现了公司在无人零售技术领域和集成应用

方案领域的实力。 

在海外市场，公司始终坚持对终端客户市场的持续跟踪和调研，立足于不同区域客户的本土化特点，

及时调整产品的设计及生产工艺，创新生产管理模式，在保障产品质量及出货时间的同时，生产出能够满

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客户满意度。 

3.市场拓展方面 

在国际市场，公司继续着眼全球零售防损和RFID在服装等行业应用市场，在优化全球渠道管理的同时，

加强与终端客户的直接合作和交流。针对不同区域客户需求，以及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公司及

时推出新品，并对EAS、RFID标签产品进行一定幅度的降价，实现了公司在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稳定市场

占有率并促进销售的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受益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该区域源标签

市场需求的上升，公司在亚太地区业绩表现突出。 

在国内市场，基于国家对于实体零售的政策支持和新零售技术对零售行业发展的促进，零售业巨头纷

纷加快转型步伐，布局线下实体体验店，相继推出个性化的便利店、精品超市,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客

户体验抢占市场。公司充分发挥对于市场的敏锐感知能力和快速应对的强大研发支持能力，继续提升服装、

商超、3C卖场、珠宝、市政等行业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以客户需求为宗旨，不断完善系统集成的产品、技

术和方案设计架构，为开发大客户和高端客户市场奠定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与 “华为”等主流智

能手机品牌保持紧密接洽，现已成为华为数字化门店方案中展保的供应商，并开始向国内及海外供货，公

司同时积极介入华为智慧门店的方案合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在服装领域，继拉夏贝尔和UR之后，公司

成功牵手 “笕尚”、“太平鸟”等知名时尚服装品牌，为其实施全供应链到智慧门店的整体智能化解决

方案。在资产管理领域，公司利用RFID新技术帮助永辉超市进行资产管理，率先克服了大型连锁超市资产

管理中的盘点难题；公司自主研发的井盖标签及应用方案，继G20国际经济论坛峰会之后，成功实施厦门

金砖五国会议中低功耗广域物联网地下管建方案，该方案获得了“2017中国物联网优秀解决方案成果奖”，

相关项目公司并成为阿里云在智慧城市领域的首批认证合作伙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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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防盗标签及其他 416,418,616.04 267,353,274.17 35.80% -13.22% -2.97% -6.78% 

RFID标签及系统集成 282,354,712.61 191,763,903.09 32.08% 5.32% 10.38% -3.11% 

智慧医疗 413,478,391.69 177,113,764.32 57.16% 20.89% 33.53% -4.0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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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按照上述通知及上

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

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

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348,271.76元，营业外支出1,337,817.66元，

调增资产处置收益-989,545.90元。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的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的经营成果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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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1、2017年4月，公司出资300万元人民币与自然人马宏伟等共同设立杭州医惠医用织物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60%股权，杭州医惠医用织物管理有限公司自2017年4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2017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出资40万元人民币参与设立重庆医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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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科技持有其70%股权，重庆医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4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2017年4月，经与杭州华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友好协商，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向华洁医疗单方面增资2,500万元人民币。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其

75%股权，华洁医疗自2017年5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2017年5月，公司出资5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思创医惠孵化器有限公司，杭州思创医

惠孵化器有限公司自2017年5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5、2017年5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思创香港以现

金方式出资600万元港币受让自然人廖东华持有的Ewell Hong Kong Limited 30%股权，并同步以现金方式

出资1,400万元港币认购Ewell HK 新发行300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Ewell HK 共发行股份700万股，思

创香港持有Ewell HK 60%股权，Ewell HK 自2017年6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2017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出资96万元参与设立杭州睿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医惠科技

持有其80%股权，杭州睿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2017年7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7、2017年9月，公司与杭州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资110万元取得杭州认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55%股权，杭州认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2017年9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8、2017年11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3,120万元人民

币受让杭州智汇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琅玕科技有限公司52%的股权。琅玕科技自2017年12月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合并范围减少： 

1、根据医惠科技公司和杭州健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

款交割协议》，医惠科技公司将持有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以135万元转让给杭州健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公司），转让后医惠科技公司持有该公司30%的股权。 

2017年6月，医惠科技公司与杭州海邦药谷从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立晟佳悦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安益同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及股东

汪健、许海波、袁佰军、张晏铭签订《关于投资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杭州海邦药谷从

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1,400万元，其中注册资本87.5万元；杭

州立晟佳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100万元，其中注册资本6.25万

元；杭州安益同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300万元，其中注册资本18.75

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述股权转让和增资已完成，医惠科技公司持有该公司24%的股权。健海科

技自2017年7月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因业务发展需要，杭州思创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被母公司吸收合并。思创安防自2017年1月不再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3、为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决定清算并注销控股子公司绿泰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绿泰科技自2017年10月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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