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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18-020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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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晓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晓明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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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55,979,4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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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医疗 股票代码 00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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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金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

北楼 3 楼 303A 
 

电话 0571-87381223  

电子信箱 tjm@cxylg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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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医疗服务为主营业务，兼营淡水珍珠的养殖与加工的中小板上市公司。2017年度，公司

营业收入及利润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 

公司拥有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三家医院的100%股权，三家医院在区域内的医疗服务方面具

备明显的优势，在心血管、烧伤、妇产、康复等领域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拥有烧伤科、腰间盘科、乳腺

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肿瘤科、康复医学科、普外科、妇科、中医科等重点专科以及变态反

应科、妇产科、泌尿外科、肾病内分泌科、眼科、耳鼻喉科、肛肠科、微疗肿瘤科、风湿免疫科、皮肤科

等特色专科。三家医院通过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缓解本地“看病难”问题，提供

更多个性化和特色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医疗服务行业作为抗经济周期的消费性行业，在需求

增进与政策扶持共同拉动的背景下，具备巨大的发展空间。 

公司的珍珠业务主要是淡水珍珠养殖及加工。淡水珍珠加工业务的产品主要包括珍珠串和散珠、珍珠

饰品、珍珠粉等，淡水珍珠养殖业务的产品主要是育珠蚌。公司作为珍珠行业的龙头企业，利用在供销渠

道、技术实力、品牌知名度、人才储备等方面已经形成的竞争优势。但是，近年来珍珠产业经营环境愈加

恶劣，公司珍珠业务收入也持续下滑，公司的珍珠养殖及加工业务在短期内面临的市场环境较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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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142,449.93 762,788,365.29 18.66% 137,041,77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743,097.34 114,713,494.85 22.69% -65,337,65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105,057.37 108,385,108.31 -1.18% -32,057,41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120,466.04 250,175,923.41 -17.61% 33,513,80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6 19.23%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6 19.23%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3.56% 0.36% -14.6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650,167,365.87 4,566,974,798.10 1.82% 1,073,080,78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55,510,764.73 3,531,572,235.77 3.51% 413,372,173.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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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8,268,673.43 206,378,783.18 211,726,122.61 298,768,87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86,310.44 33,854,793.55 37,749,144.21 45,052,84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71,948.04 49,956,205.02 20,004,471.31 16,372,43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14,451.96 69,682,763.44 17,581,088.16 98,942,1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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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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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夏英 境内自然人 17.02% 77,616,997 0 质押 41,200,000 

上海康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1% 46,080,473 46,080,473 质押 46,080,473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8.84% 40,322,580 40,322,580   

杭州昌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5% 33,955,857 33,955,857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4.87% 22,225,300 16,450,225 质押 3,300,000 

工银国际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4.77% 21,755,477 0   

上海岩衡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2% 16,977,929 16,977,929   

杭州岚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12,733,430 12,733,430   

齐齐哈尔建恒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11,304,928 11,304,928 质押 11,304,928 

毛岱 境内自然人 2.04% 9,294,964 8,488,964 质押 5,87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夏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海军为实际控制人陈夏英的弟弟，他们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

一实际控制人陈越孟控制的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王献周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40,800 股；孙伯仁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20,68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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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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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公司认真研究政府主管部门陆续发布的各项医疗政策，紧紧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继续推

进医疗子公司并购后的整合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各层级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工作

绩效，努力突破压力和困难，提升公司经营业绩。2017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905,142,449.93 元，同比增

长 18.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0,743,097.34 元，同比增长 22.69%。其中，医疗服务

营业总收入为 840,919,740.57 元，同比增长 20.39%。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显著提升，

主要源于医疗服务收入所带来的业绩增长。 

公司以打造医院品牌为目标，发展重点科室，立足优势、着力差异化竞争。各医院强调落实团队建设，

建立新型医院管理机制、借鉴和学习其它医院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管理经验，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专科特色，

着力区域差异化竞争，加强医院品牌建设，提高医院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同时，通过加强医院新增专科建设，注重投入新设备；强化医院管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提升医疗

质量；加强各医院与各大医学机构的外部合作；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员工培训和人才引进力度等方面工作，

促进医院的发展。 

  针对珍珠产业，认真分析珍珠业务的产业环境，努力增收节支。2017 年，公司多地的养殖基地遭受

到了当地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拆除，产生了较大经济损失。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剥离公司珍珠养殖、加工生产、批发零售相关珍珠业务资产的议案》，同意并授权剥离珍珠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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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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珍珠业务 64,222,709.36 -7,479,708.09 46.46% -0.06% 392.14% 10.91% 

医疗服务业务 840,919,740.57 243,812,898.70 39.30% 20.39% 20.2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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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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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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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

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140,792,400.55元、上年

金额114,777,521.81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0.00元、上年金额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董事会决议 其他收益本年增加10,314,295.25元，营业外收入本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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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少10,314,295.25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

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资产

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资产处置收益本年增加-546,608.73元、上年增加0.00

元，营业外收入本年减少103,000.42元、上年减少0.00

元，营业外支出本年减少649,609.15元、上年减少0.00

元。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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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尔滨方华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5 月 11 日，子公司建华医院投资设立哈尔滨方华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故将其自成立之日

起纳入合并范围。 

2)大庆锦程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9 月 11 日，子公司建华医院投资设立大庆锦程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故将其自成立之日起纳入

合并范围。 

3)齐齐哈尔龙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子公司建华医院投资设立齐齐哈尔龙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故将其自成立之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 

4)齐齐哈尔龙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子公司建华医院投资设立齐齐哈尔龙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故将其自成立之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 

5)大庆惠众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6 月 1 日，子公司建华医院投资设立大庆惠众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故将其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

并范围。 

6)苏州千足珠宝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2 日，孙公司苏州千足珠宝有限公司注销，故将其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海军 

201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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