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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52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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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松涛 董事 个人原因 陈海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详见本报告“第五节、五”，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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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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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军 郭立丹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工业园区 

电话 0575-87160891 0575-87160891 

电子信箱 cxyl002173@126.com cxyl00217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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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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医疗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旗下拥有三家全资医院子公司

建华医院、康华医院、福恬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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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妇产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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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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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居民

提供医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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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将情况汇总反馈给医院采购

领导小组，由采购领导小组根据各临床科室的需求情况执行招标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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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疗服务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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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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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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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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97.1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99.69%，公司营业

收入及利润来源于医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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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将对医疗卫生体系的

长远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一方面，出于防控疫情工作的需要，为防止疫情在院内传播，各级

医院都对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进行了严格的排查限制，导致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数均大幅下降，

而普通患者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尽可能不去或少去医院就诊。由于疫情因素的影响，大

部分医院的经营收入都出现显著下滑，医院运营的固定成本难以得到有效分摊，资金实力不

强的医院陷入经营困境，而拥有强大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医院则能化危为机，

借势进行集团化扩张，行业竞争格局开始产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医疗系统在防疫抗疫工

作中的杰出表现，促使政府、公众和舆论对我国医疗系统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医疗系统尤其是综合性医院所应具备的社会公益属性成为各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医疗系统

内各参与主体的定位和发展路径，都将因此而发生改变。 

此外，202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家医疗保障局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

命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保障医保基金安全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要求采取更加严密有效

的措施。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以来，始终把维护基金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不断织密扎牢医保

基金监管的制度笼子……”作为医保控费的重要技术手段，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和按病

种分值(DIP)付费方法，都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目标

要求，国家医保局分别于2018年底和2020年10月启动了DRG和DIP试点，并各自形成了相应的

试点工作方案、技术规范、试点城市名单、技术指导组等组织实施机制。按照统一部署，将

在2021年底前实现DRG付费国家试点和DIP付费试点实际付费。可以预见的是，试点工作结束

之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DRG和DIP付费方法将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使用，这必将给综合

性医院（以医保基金结算为主）的生存发展环境带来深远影响。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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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医院为建华医院的子公司，是齐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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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富拉尔基区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公司主业清晰、战略明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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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医疗服务半径、医院经营规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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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24,243,049.01 872,197,431.92 -16.96% 1,058,890,97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501,943.35 -1,149,993,756.95 72.65% 29,677,15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074,741.63 -1,049,506,007.43 74.55% 21,170,88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665,941.48 96,369,253.05 36.63% 129,436,96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2.53 72.7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2.53 72.73%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0% -37.78% 24.18% 0.8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677,542,017.40 2,968,039,315.95 -9.79% 4,265,282,60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43,437,756.92 2,469,026,819.95 -13.19% 3,615,857,427.5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2,545,362.35 163,034,675.85 206,845,289.21 201,817,72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81,490.93 -16,972,411.01 3,990,092.95 -265,038,13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82,766.65 -23,362,493.66 -6,342,346.17 -201,087,13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47,618.02 37,816,975.83 42,256,017.09 59,140,5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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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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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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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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00,000 

冻结 17,25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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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44,95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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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6.86% 31,225,5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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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4,126,043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 18,285,226 0   

上海岩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16,977,929 0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 12,733,4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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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1,304,928 

从菊林 境内自然人 2.22% 10,092,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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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健投资和岚创投资为同

一实际控制人陈越孟控制的企业，昌健投资、岚创投资、陈越孟

和富浙资本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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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菊林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5,900 股；毛岱通过

财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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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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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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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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疫情冲击下的医疗服务行业现状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及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冲击，经济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上升。在疫情防控期间，提倡多宅在家，若非必要，尽量少去医院，尽可能减少

互相感染的机会，让医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疫情，导致许多人担心交叉感染而不愿意

去医院就诊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于2021年2月26日发布的《2020年1-11月全国医疗服务情

况》显示，2020年1-11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次29.8亿人次，同比下降12.5%，其中：公立医

院25.1亿人次，同比下降13.0%；民营医院4.7亿人次，同比下降9.4%。全国医院出院人数

16613.0万人，同比下降10.1%，其中：公立医院13354.2万人，同比下降12.8%；民营医院3258.7

万人，同比上升2.6%。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为72.6%，同比下降11.9个百分点。 

公司主要子公司建华医院所在地黑龙江省：医院诊疗人次4,486.8万次，同比下降27.49%，

出院人次284.6万，同比下降41.67%。公司主要子公司康华医院所在地浙江省：医院诊疗人次

23,543.8万人次，同比下降12.83%，出院人次达785.2万，同比下降8.70%。 

（二）公司下属医院经营情况 

2020年，在疫情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公司经营压力巨大。2020年上半年，公司下属医

院受新冠疫情突发情况影响，营业收入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仍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72,424.30万元，同比下降16.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1,450.19万元，同比减亏72.65%。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本报告期公司对康华医院计提10,683.30万元商誉减值准备，建

华医院对子公司明珠医院计提2,013.43万元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共计12,696.73

万元。 

公司主要子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建华医院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建华医院领导班子架构的调整，结合建华医院实际情况，重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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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资产管理及采购流程，并完成对建华医院财务的内部控制。目前建华医院管理团队能严

格按照医院董事会要求规范经营管理，控制经营风险。公司也将继续督促建华医院董事会深

入开展对建华医院各项业务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建华医院各项工作已基本步入正

轨。2020年度，建华医院实现营业收入42,832.41万元，相较去年同比下降24.01%；实现净利

润-19,255.27万元，相较去年同比减亏27.36%。 

报告期内，建华医院子公司明珠医院实现营业收入6,346.86万元，相较去年同比下降

34.51%；实现净利润-758.95万元，相较去年同比下降250.55%。 

2、康华医院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康华医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围绕患者安全管理十大目标和医院发展规划抓

落实，加快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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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巩固发展重点学科，以专长为特色，立足区域优势，促进医院业务发展。2020

年，在新冠疫情、医保支付改革、药品耗材集中采购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康华医院实现营

业收入28,178.03万元，相较去年同比下降6.42%，受提升医疗技术人员待遇水平导致人工成

本增加、医院二期工程住院大楼投入使用导致折旧费用增加等成本增加因素的影响，医院实

现净利润1,083.00万元，较去年同比下降62.23%。 

3、福恬医院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福恬医院所处区域内康复医院竞争激烈。因受地理位置不佳、当地放开康复

牌照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当地医保政策变化影响，福恬医院2020年度经营亏损。2020

年度，福恬医院实现营业收入1,413.87万元，相较去年同比上涨90.90%；实现净利润-1,586.13

万元，相较去年同比减亏65.42%。 

    报告期内，福恬医院稳步发展康复专科及重点专科的各项工作，长、短板同时齐步发展、

培养专科技术队伍。康复科与眼科均为医院亮点科室，康复科持续开展骨科康复、脊髓损伤

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康复、神经外科术后康复、运动损伤康复、神经遗传病康复、小儿脑瘫、

老年痴呆症康复等康复治疗项目。作为拥有溧阳市唯一纯氧单仓高压氧舱的医疗机构，以高

压氧治疗为特色，在康复治疗过程中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受到了大批患者的好评。定期安

排专业培训、学术讲座、病例讨论等，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品牌知名度。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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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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服务业务 721,971,081.72 27,169,369.26 3.76% -16.79% -60.68%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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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比上年同期增减金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24,243,049.01 872,197,431.92 -147,954,382.91 -16.96% 

营业成本 696,408,008.63 803,096,833.67 -106,688,825.04 -1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4,501,943.35 -1,142,994,921.44 828,492,978.09 72.48%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与去年同期商誉减值准备相比大幅减少；同时，本报告期的坏账损失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减

少。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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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

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

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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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与合同相关、不满足

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

算、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

产，将与合同相关的已结算未

完工、与合同相关的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董事会决议 预收款项 -6,118,663.44  

合同负债 6,118,663.44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负债 5,181,597.41  

预收款项 -5,181,597.4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利润表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

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

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

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

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

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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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号），自2020年6月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

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

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

费用合计人民币582,255.00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是否需要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科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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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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