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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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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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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7530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7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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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9-88330170 029-88330170 

电话 029-87217854 029-87217854 

电子信箱 IMIR@000516.cn IMIR@000516.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并已顺利完成，

剥离百货零售业务资产后，公司成功实现整体业务战略转型，将专注于发展医疗服务主业。 

公司目前以大健康医疗服务和现代医学技术转化应用为主业，正在运营西安高新医院、商洛国际医学

中心、二〇四所医院等医疗机构。公司目前按照三甲标准在建的医疗项目有西安国际医学中心、西安高新

医院二期改扩建、商洛国际医学中心（新院区）、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等。旗下西安高新医院始创于2002

年，为中国首家社会资本兴办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近年，公司联合阿里健康建设“互联网+医疗”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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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阿里健康西安高新医院互联网医院；积极拓展分级诊疗网点，全力打造新型医联体，先后设立了西安

蓝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星、比亚迪医务室等。公司参股子公司汉氏联合作为干细胞产业领域的先锋企

业，致力于专业干细胞技术研发与应用。 

（二）经营模式 

作为在主板上市的大型医疗产业集团，公司主要运营管理大型现代化综合医院，秉承“创国际顶级医

疗，为百姓健康服务”的发展理念，旗下西安高新医院经过17年发展，探索出适合社会资本举办医院的高

效率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被业内称之为“高新模式”。公司依托健康中国战略，正积极发力健康产业，将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服务平台，扩大医疗服务业务规模，积极参与医院改制和企业医院并购，全力构建覆盖

中国西部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加速布局连锁医疗产业。 

（三）行业情况 

2018年，经济转型阵痛凸显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企业经营面临的不利条件增多，投资回落

过快，“去杠杆”带来金融市场全面收紧，但经济依然保持平稳运行，经济效益和质量有所提高，经济结构

继续优化，“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居民收入消费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2018年，医

疗卫生资源和服务量迅速增长，医疗卫生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

障水平逐步提高，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和多元办医实现新突破，社会资本办医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同

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发生变化，国民健康面

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

依旧十分突出。另外，“互联网+” 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健康服务模式转变提供了新机遇，人工智能、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信息化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为医疗卫生服务模

式和管理手段创新提供了条件，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服务。 

2018年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了《关于印发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实施

方案的通知》，要求按照全省每千常住人口1.4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预留规划空间，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设备

配置条件适度放宽，按照非公立医疗机构设备配备不低于20%的比例预留规划空间，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

卫生服务行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允许

发展互联网医院；允许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允许在线开具部分

常见病、慢性病处方。《意见》通过健全和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和支撑体系，更加精准对接和

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可以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健康”创新

成果带来的健康红利，在看病就医时更省心、省时、省力、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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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39,345,793.

66 

4,059,500,794.

82 

4,059,628,002.

59 
-49.77% 

3,930,682,019.

85 

3,930,682,019.

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84,294,489.

72 
198,390,800.19 194,535,346.83 1,022.83% 201,592,071.01 199,109,6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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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46,041.78 201,582,741.56 197,727,288.20 -117.04% 215,355,454.29 215,355,45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72,110,966.2

2 
386,364,233.49 384,207,958.18 -300.96% 439,270,084.63 471,305,71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 0.10 0.10 1,010.00% 0.1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 0.10 0.10 1,010.00% 0.10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0% 5.57% 5.55% 40.65% 5.93% 5.7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7,306,315,663.

45 

5,832,630,169.

38 

6,080,865,947.

61 
20.15% 

5,555,314,848.

21 

5,784,910,208.

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727,029,015.

59 

3,619,633,777.

34 

3,667,145,696.

67 
56.17% 

3,487,418,672.

53 

3,566,334,362.

37     

注：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出售开元商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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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086,102.08 459,816,568.79 205,269,458.61 223,173,66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08,880.38 2,188,758,503.88 23,169,706.41 -47,542,60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06,516.42  -5,817,348.06 27,173,729.35 -76,509,03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41,292.10 -74,462,882.45 -730,942,822.87 50,336,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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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向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根据本公司与银泰百货有限

公司签署的《关于开元商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之间的过渡期损益由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享有。截止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出具日，上述股权交易尚未完成，由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本公

司未将开元商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净利润48,496,792.80元归为“少数股东损益”。开元商业有限公司相关股权交

割手续于2018年4月30日完成，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开元商业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净利润调整至“少数股

东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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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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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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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0,00

0 

申华控股集团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91,486,283 0 质押 91,486,283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司 

曹鹤玲 境内自然人 2.76% 54,397,770 40,79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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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其他 0.87% 17,207,802 0   

王文学 境内自然人 0.82% 16,235,500 0 质押 2,5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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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11,85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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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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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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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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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中美经贸摩擦逐渐升温，国民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中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

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医疗卫生领域，2018年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

革深化，分级诊疗稳步推进，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获得了持续的“双提升”，居民基本医保补

助标准和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随着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医疗服务

供给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办医再迎密集政策红利。在国家《关于促进

“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

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医疗政策改革的推动下，公司医疗服务业务正步

入发展的快车道。 

年度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为全面贯彻落实董事会、股东大会制定的发展

战略，强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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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出售给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为33.62亿元（含税），百货零售业务资产转让之后，公司全力构建全生命周期大健康产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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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战略稳步实施，社会办医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国际医学着眼未来关注民生，

面对竞争顺应趋势，在医疗健康领域提前布局，将优质的医疗资源与现代医疗运营管理理念相结合，基于

西安高新医院这一中国首家社会资本兴办的三甲医院17年运营经验基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商洛国际医

学中心、高新医院二期扩建工程进入项目竣工冲刺阶段，国际康复医学中心正式破土动工，同时与阿里健

康共建互联网医院、与美国梅奥诊所、英国国王学院、韩国峨山医院等国内外知名机构展开合作。2019年

4月2日，阿里健康西安高新互联网医院已开通网络诊疗服务，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咨询问诊。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9亿元，比上年减少

49.77%；实现利润总额304,915.67万元，比上年增长1,080.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18,429.45万元，

比上年增长1,022.83%，基本每股收益为1.11元。 

2、医疗服务业务经营情况 

充分利用公司现有医疗服务平台资源，推动医疗服务规模增长，积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产

业平台，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主线。年度内，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西安高新医院经营情况 

2018年，全院员工紧紧围绕“质量与创新”这一核心，狠抓三个持续提升（即：持续提升技术水平、持

续提升员工素质、持续提升患者就医感受），努力建设“学习型医院、创新型医院”，全院上下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新技术、新业务成绩斐然，各学科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各项业务指标创历史新高，二期扩建

工程进展顺利，医院继续保持了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年度内，高新医院实现门诊工作量、出院人数、出院患者手术、体检人数、病床使用率、床位周转次

数等指标持续增长、优化，各项重要医疗、护理、感控等质量指标全部达标。医院年度医疗指标和经营运

行指标突破新高，全年门诊量突破93万人次，出院病人接近4万人次，体检总人数突破6万人次。 

高新医院顺利通过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双评”，并授予信用评价最高“AAA”、能力评价最高五星

级综合医院。药剂科喜获2018年西安市科技项目立项，肾内科入选 “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网络

成员单位”，儿科获得省卫计委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示范窗口荣誉，神经内科、妇产科、放射科喜获西安市

医学优势专科，西安高新医院被聘为健康扶贫医疗联盟秘书长单位。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五个专业通过资格认定。生殖医学科“夫精人工授

精技术”获得省卫健委运行准入。 

放射科获得陕西省科技厅科技项目1项；普外科、血液科分别获得陕西省卫健委科研项目1项（共2项）；

药剂科获得西安市科技局科技项目1项；神经内一科、检验科分别获批国家专利1项目（共2项），为历年

最多。 

顺利完成了具有省内领先水平的混合现实（MR）技术引导下的3D腹腔镜联合结肠镜腹腔肿瘤切除手

术（普外科）、透明帽辅助内镜下硬化术、胃底巨大静脉曲张B-RTO辅助内镜下组织胶治疗（消化科、消

化介入科）、肠梗阻导管置入术（消化介入科）、完全内生型肾癌后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及经尿道钬激光

前列腺剜除手术（泌尿处科）、“额窦骨瘤”切除术（耳鼻咽喉科）、三维立体标测下射频消融术（心内一

科）、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网片修复治疗术（妇科）等多项新技术新业务，开展了5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及60例微移植治疗老年AML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研究，全年发表论文113篇，其中SCI文章2篇，扩大了医院的影响力。 

阿里健康西安高新互联网医院正式揭牌。国际精准医学西安高新医院诊疗中心正式启动。 

医院微信平台入围2018年全国网络品牌热度榜50强医院、2018年度中国医疗机构互联网品牌影响力陕

西省医疗机构二十强。 

2018年度，西安高新医院实现收入73,751.94万元，利润总额12,400.61万元，净利润10,542.23万元。 

（2）西安国际医学中心 

2018年国际医学中心在人才引进、体系构建、制度规范、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工作成绩。 

一是科学搭建架构体系，确立了神经疾病医院、消化病医院等8大专科医院，放疗中心、手麻中心等8

个中心及内分泌科、泌尿外科等16个综合学科，83个独立单元的学科架构。 

二是人才引进初见成效，梳理了近400名学科带头人，举行了16场次的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及专场招聘

会7批次，分赴北京、上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北等地招聘专家、学者。 

三是建章立制初见雏形，制定了专科医院院长、科室主任等6类医疗人员录用标准，出台了7项《人才

引进管理办法》，修订完善了5项《聘用意向协议书》。 

四是流程布局更加优化，分赴北大国际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四川华西医院等十余家军地医院参观见

学，对医疗流程布局多次进行优化细化。 

五是重点工作提前介入，提前招录ICU、消供中心护士及临床药师外送学习，获取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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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行政管理更加有序。于2018年12月3日顺利完成了美食中心开业。 

截至2018年底，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最新进展： 

主楼装饰工程进度：吊顶完成60%，合用前室、楼梯灯公共区钢架墙封板完成75%，卫生间墙地砖铺

贴完成80%。 

附属楼进度：地铁通道基坑支护完成；动力中心筏板钢筋绑扎完成40%；发烧门诊负一层结构施工完

成。 

保障楼进度：室内，1-2段连接处售卖窗口完成；2-4层餐厅走道、厨房吊顶封板；规培区顶面乳胶漆

完成。路灯线路预埋完成90%，入口坡道铺装石材完成90%，停车场照明电管预埋100%。 

（3）商洛国际医学中心 

2018年，商洛国际医学中心以强化内涵建设为中心，聚力以提升医疗质量，深化学科建设，全面推行

以增强发展动力和职工活力的人事薪酬分配等改革，更新医疗设备，提升诊疗水平，2018年度组织医务人

员下乡义诊60次，加强与基层医院建立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又好、又快地推进项目建设。 

一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持续开展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危急值报告制度及流程、“三基三严”等知

识培训，提升医务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处方管理，规范病历书写；加强医院感染管理，杜绝医源性感染发

生；抓好预防保健工作；规范输血流程，积极推行成分输血和互助献血，输血不良反应率及输血感染率均

为零。 

二是技术创新与科研工作。2018年度，医院各科室奋发努力，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项，主持、参与

科研课题6项，其中获市级科研奖励表彰2项，登记在册发表论文20余篇，通过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提

升医院业务诊疗水平及医疗质量。 

三是加强学术交流，提升专业水平。加强专业联盟，提升综合实力；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开展联合义

诊，促进各专业科室均衡发展；开展专项帮扶，扶持弱势科室发展；规范培训制度，鼓励医务人员外出学

习。 

四是加强学科建设及人才引进。确定商洛国际医学中心与西安高新医院共同成立学科建设与人才引进

领导小组；根据医院人才引进计划，抓紧中职以上人才和应届本科大学生的引进。 

五是改革绩效分配方案。为强化科室、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增强医院发展的内驱力，在充分调研

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改革现有的分配模式，与部分临床科室签订绩效分配协议，现已体现出政策强大的

引导性。 

六是加强职能管理，提升服务效能。加强农合医保便民、惠民政策，方便患者就医；设计、制作本院

健康、体检充值卡，并投入使用，方便单位及个人体检。完成全院医师、护士的电子化注册工作。 

2018年度，商洛国际医学中心实现收入11,245.05万元，利润总额-918.78万元，净利润-909.82万元。 

商洛国际医学中心项目主体楼已于10月26日全面顺利封顶，后期全面进入装修阶段。为做好医院整体

搬迁的准备工作，以“分步实施、各负其责、协同作业、安全有序”为搬迁原则，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和工作

进度计划，分解任务，责任到人，确保搬迁工作有序推进、顺利安全。 

3、公司其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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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利用现有医疗服务资源平台，加快医疗服务业务发展，

扩大医疗服务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为集中资源支持医

疗服务业务，实现公司整体业务转型，公司将所持有的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不包含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开元商业持有的西安汉城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65%的股权）出售给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成为公

司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次交易定价以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拟出售开元商业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开元商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正衡评报字

[2018]029号）载明的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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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出售开元商业有限公司股权事宜已于2018年上半年内完成，相关收益也

已在2018年半年度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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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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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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集中资源支持医疗服务业务，实现公司整体业务转型，公司将所持有的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不包含截至2017年12月31日开元商业持有的西安汉城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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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售开元商业有限公司股权事宜已于2018年上半年内完

成，相关收益也已在2018年半年度进行确认。剥离百货零售业务资产后，公司将专注于发展医疗服务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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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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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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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按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调整前 报表项目 调整后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63,737,070.25  

应收账款 63,737,070.25  

应收利息 4,476,499.73 4,351,539.73 其他应收款 82,529,135.72 67,134,919.3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8,052,635.99 62,783,379.61 

固定资产 1,495,832,395.23 6,162,649.31 固定资产 1,495,832,395.23 6,162,649.31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955,120,931.51  在建工程 955,120,9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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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701,814,123.06 9,335,266.53 

应付账款 701,814,123.06 9,335,266.53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70,505,432.58 46,515,426.27 

应付股利 1,166,187.32 1,166,187.32 

其他应付款 169,339,245.26 45,349,238.95 

管理费用 350,730,982.04 26,885,580.03 管理费用 350,730,982.04 26,885,580.03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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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9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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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8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商洛国际妇儿医学中心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2018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商洛国际康复医学中心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8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宝鸡国际医学中心有限公司。该公

司于2018年1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2018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宝鸡国际妇儿医学中心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2018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宝鸡国际康复医学中心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7、2018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榆林国际医学中心有限公司。该公

司于2018年11月14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8、2018年11月30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000.00万元设立安康国际医学中心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18年12月25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9、2018年1月5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255.00万元设立西安佑君医疗信息有限公司。该公司

于2018年1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0、2018年11月26日，经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本公司出资100.00万元设立西安佑君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

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完成工商注册，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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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该公司注销合并报表层面确认投资收益-2,162.70

元。 

12、经公司2018年6月1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970万元受让实际控

制人刘建申先生持有的西安圣心医疗管理有限公司55%股权，该股权转让事宜已于2018年7月4日前完成了股权交割及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本公司本报告期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3、经2018年3月30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出售议案，本公司向银泰百货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

持有的开元商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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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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