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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18-058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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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震 杜睿男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中晶科技广场 B 座 6F 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中晶科技广场 B 座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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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902,670.87 2,053,343,367.87 -2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08,910,164.85 122,827,815.90 1,69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989,168.36 126,799,553.18 -8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504,174.55 91,003,592.09 -200.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0.06 1,7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 0.06 1,7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6% 3.46% 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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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4,671,719.02 5,832,630,169.38 2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50,958,947.15 3,619,633,777.34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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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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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8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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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

财信托·粤中 3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7%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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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88% 17,390,552 0   

王文学 境内自然人 0.82% 16,235,500 0 冻结 2,401,5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14,5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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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9,5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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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医疗卫生领域，国家全面推动多种形式医联体建

设，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放管服”改革、推进社会办医发展，努力

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持续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新零售业态迅猛增长的综合影响，传统百货零售行业发展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强力推进公司战略性转型，公司将所持有的

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出售给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交易价格为33.62亿元（含税）。本次交易已经

于2018年3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截止本报告期末，开元商业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公司已经收到全

部股权转让价款。 

剥离百货零售业务资产后，公司将专注于发展医疗服务业务，努力利用现有医疗服务平台，集中优质

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医疗服务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出售商业资产获得的大量资金也将为公司在大

健康行业的布局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加快提升公司医疗服务业务规模和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 

上半年，公司旗下西安高新医院经营稳健、业务持续增长，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主体已经封顶正在

进行内部装修和设备采购安装工作，西安高新医院二期扩建项目、商洛国际医学中心项目、西安国际康复

医学中心项目加快建设，这些新增的医疗服务实体项目将为公司业务规模的大幅增长提供支撑与保障，公

司旗下医疗服务业务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此外，规划辅助生殖周期每年4万例的西安国际生殖医学中心，

已于2018年5月份获得陕西省卫计委的批复，预计将于2018年下半年投入运营。 

在业务创新，打造新医疗生态体系方面，2018年4月，公司分别与阿里巴巴签订《“新医疗”创新合作协

议》、与阿里健康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丝路卫生健康云平台”、“新医疗”创新生态体系、“阿

里健康西安高新互联网医院”、“集团专有云平台”、“人工智能医疗创新实验室”、“国际医学智慧医院”。在

“新医疗”创新框架下的合作，将依托阿里巴巴在互联网技术、智慧医疗、移动支付、云计算、大数据等相

关领域的综合优势，结合公司旗下的实体医疗机构、学术中心、医疗数据和云服务等专业平台开展全面战

略合作，共同探索“互联网+智慧医疗”的创新服务模式。8月1日，阿里健康西安高新互联网医院线上服务

已正式在阿里健康APP上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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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970万元受让刘建申先生持有的西安圣心医疗管理有限公司55%

股权，成功进入康复医疗领域，此次收购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产业链条，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扩大公司

医疗服务业务的覆盖范围，巩固与加强公司利润增长，可使公司现有临床医疗与康复医疗有机结合，形成

“诊疗+康复”服务模式，覆盖医疗服务的不同阶段，加快实现大型医疗服务产业集团的发展目标。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55%，实现营业利润305,485.60万元，比

上年同期上涨1,833.97%；实现利润总额306,082.1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1,802.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220,891.02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1,6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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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902,670.87 2,053,343,367.87 -21.55% — 

营业成本 1,283,505,737.14 1,653,614,090.29 -22.38% — 

销售费用 36,359,935.99 48,104,702.10 -24.42% — 

管理费用 172,996,109.19 144,994,749.71 19.31% — 

财务费用 -3,512,343.79 7,262,249.91 -148.3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贷款所

产生的利息支出减少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793,329,781.90 38,876,972.68 1,940.6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转让子公

司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所

产生的应税投资收益增加影响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1,504,174.55 91,003,592.09 -200.55%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剥离百

货零售业务资产后，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影响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32,405,179.05 -211,059,737.46 1,015. 57%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转让子

公司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收到的股权转让金增加影响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765,883.84 -108,451,043.95 59.64%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减少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797,135,120.66 -228,507,189.32 886.47% — 

（3）公司主要子公司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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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82.66万元，净资产为70,285.71万元；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5,802.1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6,211.0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266.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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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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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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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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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3月9日，经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公司出资5,000.00万元设立西安国际护理学院有限

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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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公司子公司前海开源国医医疗健康（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该公司进行注

销并成立清算组。2018年3月30日，该公司完成工商注销，该公司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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