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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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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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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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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116,939,135.29 元，

加上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408,340.32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为-96,530,794.97元。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后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利润分配条件，因此 2018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本年度不

分配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8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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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运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毅 邵乐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69号

1102-1103单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69号

1102-1103单元 

电话 021-50720222 021-507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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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医疗信息化业务及医药流通业务。目前公司医疗信息化业务主要覆

盖医疗行业，医药流通业务主要为医疗器械的销售，服务对象为政府、医院、卫生院等机构或病

患。同时，公司正逐步开拓医疗服务业务。 

（二）经营模式 

公司以医疗卫生信息化业务为支撑，结合医疗服务业务及医药流通业务发展，通过创新区域

医疗信息化及服务业务模式，以管理与投资驱动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1、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达信息专注于公共卫生与区域卫生信息化、中医药信息化和医院绩效管

理信息化的产品开发与服务。融达信息积极拓展市场，进一步扩大用户覆盖面及提升产品成熟度，

尤其是区域卫生信息化和中医院创新平台的开发及应用方面的市场竞争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已加快丽水区域医疗信息化项目的应用升级与服务，加速移动支

付、商保服务平台、药品处方外送等应用服务项目的落地，为丽水区域信息化商业模式拓展夯实

基础； 

3、公司全资子公司运晟医疗通过获取上游优质医疗产品的代理权，并向下游代理商及医院进

行医疗设备、耗材试剂的销售，快速扩大销售业务规模； 

4、公司控股子公司旌德宏琳投资管理的旌德县中医院已完成新院区的建设并已投入运行，一

方面通过加大市场宣传及推广力度，另一方面整合优质的医生资源，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的诊疗



服务； 

公司将进一步融通资源，整合已有医疗信息化业务、医疗服务业务及医药流通业务，推进业

务整合式的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仅存少量存量房地产存货待处置，无新增房地产项目，且承诺未来不会新增

房地产项目。公司已基本完成由房地产行业向医疗大健康行业的转型。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94,775,407.87 524,226,402.91 -5.62 741,283,473.75 

营业收入 207,322,284.14 113,390,629.11 82.84 94,275,8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08,340.32 43,422,184.97 -53.00 -56,880,58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37,196.81 -34,763,255.29 不适用  -54,215,71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6,300,686.48 266,794,071.86 7.31 223,466,30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019,356.31 241,410,120.57 -116.58 10,953,70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0 0.127 -52.76 -0.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0 0.127 -52.76 -0.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384 17.714 减少10.330个百分点 -22.0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364,436.54 51,565,818.97 26,690,445.73 113,701,58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04,765.61  -7,588,880.81  -4,163,395.76 38,765,38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961,030.50  -4,855,668.44  -4,549,330.14 21,003,22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695,254.27  -13,203,422.17  -21,272,290.32 31,151,610.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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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4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1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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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6,929,416 82,979,928 24.33 0 质押 53,508,343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钟金强 7,789,301 8,389,301 2.4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范仁高 -  3,600,011 1.0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钱克龙 -  2,788,251 0.8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冯伟 0 2,502,377 0.7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培培 0 2,017,783 0.5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丁铌蔼 -30,000 1,911,317 0.5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谢章芬 0 1,805,800 0.5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梁玉萍 -  1,743,864 0.5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翁逸亮 540,000 1,668,406 0.4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依托国家产业鼓励政策，继续深化医疗大健康战略的实施推进。公司进一步深



挖医疗信息化业务，积极开拓医药流通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明显。同时，通过近两年的投入

与项目培育，公司拥有 60年经营管理权的旌德县中医院逐步进入良性经营状态，业务收入持续增

长。此外，公司进一步加快存量地产类资产处置进度，盘活资产、回收资金，为医疗健康主业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32.2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82.84%，主要原因是医药流

通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0.83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53.00%，

若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63.72 万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扭亏为盈。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系

上年同期公司因处置上海运川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处置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00%股权、处置仁庆路 509 号部分房产等事项，产生非经常性损益约 7,818.54 万元，而本年

非经常性损益同比上年大幅度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扭亏为盈

主要原因系公司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及盈利大幅度增加以及财务费用大幅度减少等因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营业务板块发展现状如下： 

第一、医疗信息化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专注于医疗信息化项目的应用升级与服务，报告期内已完成基础设

施（数据中心、卫生专网）、智慧健康(区域 HIS、公共卫生、血液、120急救等 52个软件系统)、

信息惠民（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三大工程建设，项目应用覆盖丽水全市 22家县级

以上公立综合医院，193 家乡镇（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拥有丽水市近 300 万人口健康档案及医

疗大数据，实现丽水市人口健康数据、医疗数据的互联共享，为项目应用服务及收益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达信息继续保持平稳有序发展，继续专注区域卫生信息化、中医药信息化

和绩效管理信息化，用户覆盖面继续扩大，产品成熟度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业务进

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市场拓展取得新进展。融达信息在本报告期内高度重视代理商渠道作用，培育了一批优质

代理商，同时充分重视老客户二次销售，区域平台项目二次挖潜和省级中医馆云平台项目后续销

售进展良好。 

2）产品竞争能力继续增强。融达信息在本报告期内成立创新研究院，以提升综合创新能力。

公司重点完善了 BI、ESB、ETL等平台产品，获得用户好评；智能中医系统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

绩效管理系统完成了版本升级和 DRGS系统开发，公司整体产品竞争力逐渐提升。 



3）项目实施交付能力有较大提升，标杆用户建设效果逐步展现。融达信息在本报告期内大力

加强二级项目管理体系建设力度，规范项目管理各环节，整体实施交付能力有较大提高。 

第二、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旌德宏琳拥有旌德县中医院 60 年经营管理权，旌德宏琳通过对旌德县中医院

行使经营管理权而享有其收益权。旌德县中医院是集医疗、教学、康复、急诊于一体的公立综合

性二级甲等医院，是全县唯一一所以中医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旌德县中医院项目采取“项目投

资、建设、运营、移交”的模式。公司于 2016 年启动旌德县中医院新院区建设，2018 年 7 月新

院区投入运营，新院区运营规模和就医环境较老院均有明显提升。通过近两年的投入及项目培育，

旌德中医院已经步入良性经营状态，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医药流通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运晟医疗的主营业务是医疗器械的销售，服务最终对象为医院、卫生服务中

心等机构，公司通过获取上游优质医疗设备、耗材试剂产品的代理权，向下游经销商及医院进行

销售，已成功入驻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血液中心、奉贤中心医院、广东省中医院近 30

家二、三级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了较好的业务网络。报告期内，运晟医疗增加代

理医疗产品的品牌及种类，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实现了医药流通业务收入的较快增长。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

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

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

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

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列报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 年 1 月 1 日经重

列后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6,858,659.85 -26,858,659.8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858,659.85 26,858,659.8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6,746,964.47  16,746,964.47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6,458,436.60 -46,458,436.6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6,458,436.60 46,458,436.6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7,467,876.29  77,467,876.29 

管理费用 54,200,689.40 -8,784,135.88 45,416,553.52 

研发费用  8,784,135.88 8,784,135.88 

其他收益 327,487.65 7,227.69 334,715.34 

营业外收入 307,047.69 -7,227.69 299,820.0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9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上海运盛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耀晶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福州长建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5.00 75.00 

福建兴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3.00 53.00 

上海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重庆康润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卓诚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运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8.77 78.77 

上海顺玥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运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00 80.00 



上海富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苏运盛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0.00 90.00 

旌德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4.00 84.00 

南京泓宜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上海盛佳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Alexander Associate Ltd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香港运盛中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年相比，减少 2 户，其中： 

名称 变更原因 

健资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烜立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公司审计报告“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