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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邬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勤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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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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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78,308.04 120,867,037.89 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317,618.39 -25,196,502.54 -4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985,258.34 -26,055,162.60 -3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38,483.42 -27,160,287.40 -39.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6 -0.06 -3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6 -0.06 -3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1.86%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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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625,819.61 1,908,226,379.51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9,068,511.89 1,542,699,963.06 -2.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11,370.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27,434.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0,712.3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93,06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8,266.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9,4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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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2,360.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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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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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三和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46% 153,460,702 0 质押 83,700,00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厦

门信托－鲲凌

1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47% 6,348,710 0   

HEDDINGTO

N LTD. 
境外法人 1.36% 5,883,600 0   

顾菊芳 境内自然人 0.83% 3,570,900 0   

李巧玲 境内自然人 0.82% 3,550,000 0   

范魁 境内自然人 0.79% 3,414,800 0   

财通基金－工

商银行－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61% 2,631,579 0   

车卫真 境内自然人 0.61% 2,621,510 0   

恒天中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恒天中岩星

河资本事件策

其他 0.48% 2,063,2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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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私募投资基

金 10 期 

王雄 境外自然人 0.44% 1,903,90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3,460,702 人民币普通股 153,460,702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

信托－鲲凌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6,348,710 人民币普通股 6,348,710 

HEDDINGTON LTD. 5,8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3,600 

顾菊芳 3,5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0,900 

李巧玲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 

范魁 3,4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14,80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631,579 人民币普通股 2,631,579 

车卫真 2,621,510 人民币普通股 2,621,510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恒天中岩星河资本事件策略私

募投资基金 10 期 

2,063,274 人民币普通股 2,063,274 

王雄 1,903,907 人民币普通股 1,903,9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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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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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6年收购法国eDevice公司，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SPA》，eDevice公司100%的股权作价9,388.43

万欧元。交割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65,634,347.00欧元，其余款项根据标的公司盈利能力支付。根据《SPA》

中和标的公司盈利能力挂钩的付款安排，公司已于2018年4月向eDevice原股东支付14,175,089欧元，并于

2019年向eDevice原股东支付1,292,459欧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支付收购eDevice与盈利能力挂钩的股

权转让款 
2019 年 04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支付收购 eDevice 第二期盈利

能力挂钩收购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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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6,000 至 -4,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576.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全球化服务水平、技术品牌、产业整合等优势，持

续优化市场结构、产品结构、推进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研发

投入力度，“智能硬件+APP+云平台”慢病创新管理服务模式在全球落地，

糖尿病诊疗“O+O”新模式在国内获得广泛关注；美国、新加坡的糖尿

病“O+O”诊疗新模式也逐步落地。为实现向移动医疗领域彻底转型，

以业务线为中心，进行了业务结构性调整和人员结构优化，提质增效，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支付一次性补偿金，预计对本报告期净利润产生

一定影响。结构调整后，公司的期间费用预计将下降，运营效率得到提

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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