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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19-029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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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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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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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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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韬 季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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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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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1-87381223 

电子信箱 mt@cxylgf.com jsc@cxyl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2018年度，公司完成了珍珠资产剥离工作，公司转型为以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小板上

市公司。2018年公司营收及利润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 

公司旗下全资拥有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三家医院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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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等省、市级重点专科以及妇

产科、过敏反应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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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医院在其各自所在地及周边区域内的医疗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扩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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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为广大居民提供个性化和高品质的特色医疗服务，满足不同层次

的医疗需求。 

1、公司医疗服务业务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医院主要采购品为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等产品。医院专设采购部门对医院的采购进行管理，采

购部门根据当期消耗情况、库存情况以及各科室的采购需求确定每月的采购计划。采购部门向药品公司、

医疗器械公司进行询价比价，并及时将情况反映给医院采购领导小组。由采购领导小组决定最终的采购种

类和数量，然后由采购部门向合格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 

（2）销售模式 

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费用，主营业务收入为

医疗收入、药品收入。医疗收入为医院各科室的门诊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为医院药房收入。 

医院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注重各阶段服务质量，提高医疗质量，加强服务营销，通过病人的疗效形成

医院的品牌；同时，医院积极参与公益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其他医疗机构的合作，开展双向转诊，扩大病

患转诊就医，建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相互协作的绿色通道，形成广泛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通过举

办医疗健康学术论坛，宣传医院重点临床特色科室等品牌经营活动，持续提升医院形象和知名度。 

公司将努力拓展现有医疗服务业务，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医院优势，进一步加强医院之

间的资源整合，积极推进与大型公立医院的合作，以及引进高端人才，形成适合人才成长、发展的平台和

环境，对医院就医环境、设备投入、制度流程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提升医院医疗品质、服务质量及

运营效率，稳步提升旗下医疗机构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形成差异化的诊疗服务，打造公司自有品牌及

核心竞争力。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医疗服务收入100,600.93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95.01%，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

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1、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国家医疗政策引领医疗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拓宽民营医疗发展空间。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政府提出了多项政策意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国务院《“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

提出：“放宽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的服务领域要求，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健康服务。”2017年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社会力

量办医能力明显增强，医疗技术、服务品质、品牌美誉度显著提高，专业人才、健康保险、医药技术等支

撑进一步夯实，行业发展环境全面优化。打造一大批有较强服务竞争力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形成若干具有

影响力的特色健康服务产业集聚区，服务供给基本满足国内需求，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

局。”2018年8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8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要

求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优化社会办医疗机构跨部门审批工作，允许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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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营医院合作，通过医疗联合体、分级诊疗等形式带动支持社会办医发展。 

国家医疗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医疗政策的陆续出台，进一步促使政府持续加大投入以确保全民享有基

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以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民众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尽管民营医

院相对于公立医院仍处于弱势，但在政策的强力支持和借助资本的力量下，民营医疗在管理、医疗技术、

服务质量以及规模化运营等各方面实现升级。与此同时各项医疗政策陆续出台，都为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国家政策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有效促进了

我国医疗服务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为民营医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健康需求增进及人口老龄化驱动医疗服务市场迅速扩容。随着人口老

龄化、城镇化、生活水平提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二胎政策的放开，居民对生活品质与健康的

关注也与日俱增，自我医疗保健意识正逐渐加强，对医疗服务提出了个性化、多元化等新要求，给我国医

疗服务行业，特别是民营医疗服务机构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上国家多元化办医院和全民医

保制度的推进都驱动着医疗服务市场迅速扩容，但公立医院的医疗卫生资源相对有限，且政府出台政策限

制公立医院不合理扩张，民营医疗服务市场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比上年增长8.4%，其中医疗保健支出1,685元，

占比8.5%，比2017年度增加0.6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末，全国医院3.2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万个，民

营医院2万个。与2017年底比较，全国医院数量增加6.67%，其中民营医院数量增加11.11%。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珍珠业务资产的剥离工作，实现了以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战略转

型。截至目前，公司旗下拥有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三家医疗机构，其中建华医院是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唯一一家民营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康华医院是浙江省海宁市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福恬医院

为江苏省溧阳市二级康复医院，2018年建华医院全资收购的明珠医院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二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公司主业清晰，战略明确，目前国内少数几家以提供综合医疗服务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中，本公司

在医疗服务范围、医院规模等诸多方面处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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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58,890,972.01 905,142,449.93 16.99% 762,788,36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77,157.71 140,743,097.34 -78.91% 114,713,49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70,882.61 107,105,057.37 -80.23% 108,385,10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436,968.22 206,120,466.04 -37.20% 250,175,923.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1 -77.42%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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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1 -77.42%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3.92% -3.10% 3.5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265,282,602.09 4,650,167,365.87 -8.28% 4,566,974,79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15,857,427.58 3,655,510,764.73 -1.08% 3,531,572,2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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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60,744.89 263,036,991.30 297,634,123.45 265,459,11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29,567.48 45,285,523.79 36,067,349.73 -94,805,28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85,777.69 33,581,694.71 24,689,629.65 -73,386,21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11,964.87 29,624,270.98 48,409,658.72 59,915,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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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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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77,616,997 0 质押 54,300,000 

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8% 44,957,436 44,957,436 质押 44,957,436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8.86% 40,322,580 40,322,580 质押 40,322,579 

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7% 33,955,857 33,955,857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4.89% 22,225,300 16,668,975 质押 3,300,000 

上海岩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16,977,929 16,977,929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自然人 2.80% 12,733,430 12,733,430   

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11,304,928 11,304,928 质押 11,304,928 

毛岱 境内自然人 2.10% 9,564,764 8,488,964 质押 5,643,300 

陈越孟 境内自然人 1.87% 8,488,964 8,488,964 质押 8,48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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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仁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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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20,684 股；吴玉龙

通过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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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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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业务，加强医院子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绩效，主营业务取得稳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05,889.10万元，同比增长16.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7.72万元，同比下降78.91%。

其中，医疗服务营业总收入为100,600.93万元，同比增长19.63%。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稳步

增长，主要源于医疗服务业务稳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主要系子公司建华

医院、福恬医院业绩不达预期，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以及公司剥离珍珠业务资产确认投资亏损所

致。 

（一）坚持以临床为中心，巩固发展重点科室，提升医院整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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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各医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患者为中心，扎实做好临床管理和各项业务，加强医院

子公司医疗队伍的技术学习和专业培训，加强与其他大型医院专家的业务交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医院整体管理服务水平。各医院充分发挥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围绕临床重点科室倾斜扶持，巩固发展重

点科室，以专长为特色，立足区域优势，促进医院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建华医院持续巩固发展特色科室，以提高临床服务品质为宗旨，进一步完善临床科室分配

制度，加强特色专科技术优势，充分利用特色专科品牌优势，延伸服务触角，通过社区辐射、流动义诊等

措施开拓周边潜在医疗服务市场，实现了高品质服务下业务量的增长，也实现了整体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

的有效提升。2018年4月，建华医院完成了对明珠医院的并购工作，明珠医院成为建华医院的全资子公司。

股权交割完成后，明珠医院在保持原有科室建制的前提下，对医院组织结构及人员进行适当调整，进一步

优化组织管理结构。在建华医院的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下，明珠医院确立了着重发展烧伤科、妇产科、腰

间盘科、神经内科、乳腺科等特色专科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原有医院的技术优势，形成保健、康复、微

创、手术等单元化综合医疗体系。 

报告期内，康华医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专科特色，注重构建服务文化平台，把医院综合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作为医院发展的核心，心血管科、肿瘤科、综合康复科、骨科、消化内科、眼科等重点

科室皆有较大发展。医院介入中心开展的心血管介入手术在手术难度、手术成功率及手术量在海宁地区处

于前列。冷冻消融治疗房颤是嘉兴市首例，先天性心脏病的封堵术是海宁市首例，可以开展冠脉介入20几

种高难度术式。肺结节中心邀上海肿瘤医院、胸科医院、省肿瘤医院、邵逸夫医院专家和本院肿瘤、放射、

呼吸科等多个科专家联合组成，精细诊断、精细管理、精细治疗，全年完成肺结节腔镜下手术量相较去年

同期增长明显。 

福恬医院继续深化其康复医疗技术品牌影响力，继续以康复医学特色科室为核心，立足当前市场老年

病特别是因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各类老年疾病日趋增多的市场需求，加强老年病康复领域的发展，针对中

风、偏瘫等开展了脊髓损伤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康复等康复治疗项目。同时结合康复公益项目，开展康复

治疗师走进社区等公益服务，并不断加强与其他医疗机构的合作，开展双向转诊，通过参加“中国健康面

对面”和“97.2康复之声”栏目，宣传医院重点临床特色科室，广泛提升了福恬医院在康复专科领域的知名度。 

（二）加强医院新增专科建设，拓展医疗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各医院进一步完善新型医院管理机制，确立现代医院服务模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

专科特色，加强医院新增专科建设。 

建华医院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报告期内，建华医院成立了全科医学科、

中医皮肤科等一系列中西医结合科室，并开展了中药定向导药疗法和中医熏洗疗法，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

果，也为医院创收做出较大贡献。报告期内，建华医院被齐齐哈尔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齐齐哈尔

市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基地”，又于2018年8月被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为“省级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评价基地”，使建华医院能够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拓展了医疗服务的范围。 

康华医院积极推进院内多学科合作，围绕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介入中心、肺结节中心等

十大院内中心建设，不断提高临床应急救治能力和核心技术，提升医院综合实力。报告期内，介入中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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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量相较去年大幅增加，其中复杂心血管介入手术不断增多，先天性心脏病封堵术、房颤的冷冻消融术顺

利开展，脑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不断成熟，对中心建设起到技术支撑作用。肺结节中心邀请上海肿瘤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邵逸夫医院专家和本院肿瘤、放射、呼吸科等多个专家组成联合小组，开展精细诊断、

精细治疗，全年完成肺结节腔镜下手术近百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全年完成眼科手术780例，

手术量和成功率均居嘉兴市前列。2018年3月，美国微创外科研究所AIMIS与康华医院签约合作，在康华医

院成立美国微创外科研究所AIMIS中国浙江工作站。2018年，介入中心开展的心血管介入手术在手术难度、

手术成功率及手术量在本地区处于前列，成为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房颤中心和心源性卒中协作医院，品

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福恬医院以康复医疗为核心，逐步开展向上游临床发展下游护理延续的学科系统建设，逐步开设内科、

外科、妇科、中医科、眼科等临床辅助科室。其子公司嘉丰门诊以医美及妇科宫颈科为主营科室，上海养

源母婴以产后母婴护理为主要突破点，通过增加先进设备投入和专家效应，逐步拓宽福恬医院的医疗服务

领域。 

（三）加强医院管理，强化品质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报告期内，各医院重点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坚持以医疗服务质量为核心，通过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使

医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加强对医疗技术的学习交流，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提高专业诊疗水平。建华医院积极参加各项科研课题申报工作，鼓励和组织全院科室参加各级各

类科研项目，报告期内，建华医院妇产科的“自制Y型网片腹腔镜下阴道骶前固定术的临床研究”获得了省

级2018年度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的三等奖。康华医院以品质医院建设为核心目标，以学科建设和绩效管理

为手段，全面推进医院质量管理，把医疗品质作为医院品质建设的核心，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重视闭环

质量管理，实行预警质量控制，提高了品质管理的效率，提升医院整体的服务品质。报告期内，康华医院

“老年综合评估与心肌梗塞后患者在住院率、死亡率相关性研究”获得海宁市课题立项。 

另外，各医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通过向患者提供礼貌、热情、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提高患者

的认可度。建华医院通过加强医院的文化建设、员工形象的素质建设、医疗环境的温馨建设、服务态度的

亲和建设等，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康华医院大力提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改进组织体系，

发挥员工的积极性，通过“三米阳光行动”等医疗服务建设，倡导员工自主改进服务态度，规范行为举止，

让患者感受家庭般的温馨，促进医院行风建设的同时，极大的提升了康华医院在当地民众的医疗服务口碑。 

（四）注重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培训、技术交流，加强人才及先进设备引进力度。 

各医院通过各种形式、层次的业务培训，外出交流学习以及内部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医护人员执业水

平；通过加强和督导科室业务学习，形成学科梯队，提高梯队成员的医疗业务水平；加大先进设备和专业

人才引进力度，为医院发展保驾护航。 

报告期内，建华医院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华医院多次邀请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开展现场学术交流和诊

疗指导。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华医院在职员工2369人，其中医生683人，护士1050人，医疗队伍中拥

有正高职称66人，副高职称118人。2018年建华医院共引进高端诊疗设备13台，为精准诊断、精准治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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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康华医院积极组织与上海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邵逸夫医院以及浙江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等知名医院的专业技术交流，邀请专家教授来院讲学和实施现场指导教学，并派遣专业医生14人去上

海、杭州等大型医院进修学习，组织外出参加专业培训74人次，极大的提升了医院医生团队的专业技术水

平。截至报告期末康华医院在职员工718人，其中医疗技术人员592人，拥有高级职称127人。2018年康华

医院引进新一代直线加速器、日本旭化成CRRT、西门子高端DSA、高端四维彩超仪等多台先进诊疗设备，

为康华医院精准医疗服务续航，康华医院拥有的先进设备在嘉兴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五））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子公司积极实施投资并购，增厚公司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建设单位建华医院及康华医院认真做好相关募投项目的建设。建华医院老年

护理院项目大楼于2018年12月投入试运行。康华医院顺利完成了医院二期项目住院大楼封顶建设，同时，

加速推进装修工程，预计2019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公司支持和鼓励医院对外拓宽医疗市场，报告期内，

建华医院完成明珠医院收购项目，并对明珠医院内科大楼、急诊楼、妇幼大楼进行整体改造装修，改建多

个布局不合理科室，重新规划各科室位置布局，组建了体检中心、消化、腰间盘、骨科、乳腺、康复等科

室，植入建华医院的科学管理模式进行全院服务管理，使明珠医院的整体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明珠医院2018

年4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为公司经营业绩添砖加瓦。 

（六）完成珍珠业务资产剥离，实现发展战略转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向公司

关联人转让相关珍珠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人陈夏英、陈海军以人民币379,051,905.00

元转让相关珍珠业务资产。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与陈夏英、陈海军及相关方签订了《浙江千足珍珠有限

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殖有限公司、浙江珍世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千足珠宝有限公司、山下湖珍

珠控股有限公司、常德有德商贸有限公司、浙江英格莱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千足珍珠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截至2018年12月5日，公司共计收到相关珍珠资产股权转让款项227,431,143.00元，即股权转让款

总额379,051,905.00元的60%，相关珍珠业务子公司2018年12月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实现了以

医疗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因剥离珍珠业务资产确认投资亏损6,628.96万元，对公

司2018年度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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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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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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元） 1,058,890,972.01 905,142,449.93 16.99%  

营业成本（元 667,422,012.22 544,811,749.94 22.51% 主要系储备人员增加，人力成本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29,677,157.71 140,743,097.34 -78.91% 

主要系建华医院、福恬医院业绩不达预期，

计提商誉减值以及剥离珍珠资产确认投资

亏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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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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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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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

“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

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

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250,685,943.78元，上期

金额222,916,413.66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99,588,051.80元，上期金额87,144,952.71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582,049.21元，上期

金额410,463.99元；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306,311.77元，上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

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

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

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3,011,062.36元，上期金

额2,628,160.6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00元，上期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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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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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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子公司建华医院完成了对明珠医院的股权收购，明珠医院2018年4月起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2）2018年12月，公司完成了向关联人陈夏英、陈海军转让珍珠资产子公司浙江千足珍珠有限公司、

浙江英格莱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千足珍珠有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殖有限公司、浙江珍世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千足珠宝有限公司、山下湖珍珠控股有限公司、常德有德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变更登

记手续，相关珍珠资产子公司2018年12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告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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