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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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王松涛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个人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海军

公司负责人陈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建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马建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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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92,113.23

152,545,362.35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053,643.08

-36,481,490.93

34.07%

-25,763,048.63

-36,282,766.65

28.99%

-9,888,396.53

-7,547,618.02

-3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49%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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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9,506,200.77

2,677,542,017.40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9,628,613.84

2,143,437,756.92

-2.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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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54,8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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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75,935.01
2,267,6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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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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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5,318,700.70
-17,020.28
1,709,40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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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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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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79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数量

陈夏英

境内自然人

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17.06%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8%

44,957,436

7.47%

33,955,857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6.86%

31,225,580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4.89%

22,225,300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岩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从菊林

国有法人

4.02%

18,285,226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

16,976,429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

12,733,43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11,304,928

境内自然人

2.22%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7,700,000

冻结

17,257,548

质押

44,957,436

冻结

44,957,436

质押

3,300,000

冻结

4,126,043

质押

11,304,928

冻结

11,304,928

77,616,997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质押或冻结情况

44,957,436

16,668,975

11,304,928

10,092,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陈夏英

77,616,997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77,61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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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955,857 人民币普通股

33,955,857

冯美娟

31,225,580 人民币普通股

31,225,580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285,226 人民币普通股

18,285,226

上海岩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76,429 人民币普通股

16,976,429

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33,43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3,430

从菊林

10,0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92,900

陈越孟

8,488,964 人民币普通股

8,488,964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488,964 人民币普通股

8,488,964

毛岱

6,474,277 人民币普通股

6,47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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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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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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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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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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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预付款项

19,355,507.17

9,688,911.40

9,666,595.77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00.00

在建工程

29,896,450.02

使用权资产

52,188,124.09

-

52,188,124.09

-

系执行新租赁准则

商誉

1,205,314.67

-

1,205,314.67

-

系本期收购浙江鸿润医药产生商誉

短期借款

3,000,000.00

-

3,000,000.00

-

系本期收购浙江鸿润医药并表增加

合同负债

19,671,321.01

5,181,597.41

14,489,723.60

应付职工薪酬

33,773,122.20

60,656,890.14

-26,883,767.94

其他应付款

32,305,366.45

22,433,332.34

9,872,034.11

租赁负债

44,175,906.31

-

44,175,906.31

-

系执行新租赁准则

库存股

29,755,500.00

-

29,755,500.00

-

系本期回购公司股票

-

22,417,456.24

20,000,000.00

7,478,993.78

增减幅度

说明

99.77% 主要系下属医院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

33.36%

系本期参股“脑机接口”项目公司支
付的投资款
系本期下属康华医院门诊楼开工建
设，在建工程支出增加所致

279.64% 主要系收到医保资金预拨款增加所致
-44.32% 主要系支付上年职工薪酬
44.01% 主要系本期收到工程项目履约保证金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财务费用

223,595.63

463,040.50

-239,444.87

-51.71% 主要系本期借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304,721.24

468,486.11

1,836,235.1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85,250.00

-869,483.11

5,354,733.11

-615.85% 系未到期理财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1,482.60

898,388.33

-566,905.73

-63.1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有所减少

营业外支出

5,707,084.42

677,096.45

5,029,987.97

391.95%

742.88%

主要系本期理财到期赎回取得收益所
致

主要系尚未支付的诉讼赔偿计提的利
息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14,873,610.04

4,748,939.46

10,124,670.58

213.20%

13,790,994.49

25,484,607.93

-11,693,613.44

-45.89%

主要系公司日常经营支出大幅减少

150,000,000.00

50,000,000.00

100,000,000.00

2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本金赎回

2,304,721.24

468,486.11

1,836,235.13

391.95%

主要系本期收回前期已终止项目预付
款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赎回获得投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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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7,500,000.00

-7,5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借款偿还支出

634,481.25

1,088,198.16

-453,716.91

-41.69%

主要系本期借款利息支出减少

38,715,368.04

9,432,808.84

29,282,559.20

310.43%

主要系本期公司回购股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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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发布了《关于建华医院涉及诉讼的公告》（2018-059），并分
别于2018年8月2日、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11日、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16日、2020
年3月26日、2020年8月4日、2021年1月4日、2021年1月20日、2021年4月2日陆续发布了关于
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2021年1月，公司收到陕西省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陕01民初270号）、
《民事判决书》
（（2020）
陕01民初281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北京远程中卫妇科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做出重审的一审判决，
公司已委托代理律师就上述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建华医院于2021年4月收到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陕0104民初3426号）、《民事判决
书》（（2018）陕0104民初5595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对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北京
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远程金卫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做出
一审判决，公司已委托代理律师准备就上述判决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
至目前，上述案件尚未终审判决。
2、2020年7月，公司全资孙公司泰瑞通近日就其与建华区亨泰门诊部、黑龙江利浦斯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黑龙江仁萨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设备销售业
务未收回款项，分别向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绥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泰瑞通与利浦斯货款纠纷案做出一
审判决，公司已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尚未判决。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泰瑞通与肇东市第一建筑公司职工医院货款纠纷案做出一审裁定，驳回泰瑞通的起诉，
公司已委托代理律师依照法律程序就上述裁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 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就补偿义务人上
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瀚投资”）2018年度业绩补偿事项申请仲
裁。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受理公司仲裁申请的同时，公司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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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瀚投资为被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对康瀚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4,584,040股予以查
封冻结；若上述股份无法查封冻结，则对康瀚投资的账号在5,400万元范围内予以冻结或者查
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收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19】沪0151财保24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对申请财产保全相关事项作出
裁定。2020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裁决书》
（2020沪贸仲裁字第0542
号）。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做出裁定，康瀚投资向公司交付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242,753股，由公司将该2,242,753股公司股份予以注销；若康瀚投资无法足额向公司交付
上述2,242,753股，则差额部分由被申请人以现金形式补偿（现金补偿金按发行的股份价格
11.78元/股与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数之乘积计算）。因康瀚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
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公司无法对其股份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2020年11月就建华医院业绩补偿问题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
仲裁中心）提起第二次仲裁，提出以康瀚投资、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赋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被申请人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争议的仲裁申
请。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收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FTZD202019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2015.6）争议仲裁案开庭通知》（2021沪贸仲字第03417号），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于
2021年4月7日（星期三）下午13时30分开庭审理本案。截至目前，案件尚未裁决。公司将继
续通过法律途径，全力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乐康投资于2019年6月28日支付应返还的现金红利款178,116.71元，因乐康投
资股份1,500,000股被质押暂时无法解押，本次先补偿部分股份数量为1,246,735股，由公司
以总价人民币1元回购并予以注销，公司已于2021年4月23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1,246,735股回购注销手续。剩余应补偿股份待乐康投资质押股份解
押后实施回购注销，同时公司将督促乐康投资尽快完成剩余需补偿股份530,047股的回购及注
销工作。
4、2019年8月16日，工商银行建华支行从公司开立在工商银行建华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户号：0902020119245095490）强行扣划募集资金2,496.90万元，用于偿还建华医院在工商
银行建华支行的到期信用贷款2,500万元本息。公司已就上述扣划事项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产生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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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费用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5、公司于2021年1月收到诸暨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起诉状》及传票等，富浙资本以
公司决议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截至目前，案件尚未判决。
6、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9.5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截至2021年4月18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公司已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7,75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1％，最高
成交价为6.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8元/股，成交金额为48,396,390.66元。
7、2021年1月18日，公司与许科帝教授等合作方共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合资设
立“脑机接口”项目公司。以“脑机接口”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相关技术、医疗仪器开发等
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为合作内容，共同努力，在推动缩短我国现有相关技术水平与国
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同时，积极探索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产品与服务的研发和商业
运营。平台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出资，占比40%。2021
年2月8日，“脑机接口”项目公司已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并取得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8 年 07 月 19 日
2018 年 08 月 02 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 12 月 11 日
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
关诉讼

2019 年 07 月 02 日

2019 年 07 月 16 日

2020 年 03 月 26 日

2020 年 08 月 04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涉及诉讼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一）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二）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三）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四）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五）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六）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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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1 月 04 日

2021 年 01 月 20 日

2021 年 04 月 02 日
2020 年 07 月 23 日
泰瑞通起诉设备销售 2020 年 12 月 05 日
业务未收回款项
2021 年 04 月 02 日
公司提起以康瀚投

2020 年 12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八）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九）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建华医院与宝信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十）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
告（一）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
告（二）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提起仲裁的公告》

资、岚创投资、浦东
科技、赋敦投资、建
恒投资为被申请人的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争议仲
裁案的进展公告（一）
》

资产协议》”项下争议
的仲裁
2020 年 0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2020 年 1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一）
》

公司因储蓄存款合同
纠纷起诉工行建华支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行
2021 年 03 月 25 日
富浙资本以公司决议
纠纷为案由起诉公司

2021 年 01 月 20 日

2021 年 01 月 20 日
2021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2021 年 01 月 22 日
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与工行建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
纠纷案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二）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与工行建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
纠纷案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三）
》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富浙资本诉公司决议纠纷事项
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
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回购报告书》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中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公司股份，用于维护 2021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21 年 02 月 02 日
所必需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2021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2021 年 04 月 20 日
公司与许科帝教授等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份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参股设立脑机接口项目公司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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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合资设立“脑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机接口”项目公司
2021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参股脑机接口项目公司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
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9.5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截至2021年4月18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7,75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1％，最高成交价为6.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8
元/股，成交金额为48,396,390.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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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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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承诺内容

型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建华医

康瀚投

院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

资、岚创
投资、浦 业绩承
东科技投 诺及补
资、赋敦 偿安排
投资、建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人民币 10,500 万元、12,300 万元和
13,600 万元。如建华医院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
诺净利润，则康瀚投资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上市

2016 年 2016 年至
02 月 15 2018 年三个
日

会计年度

康瀚投资超期未
履行

公司审计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

恒投资
资产重组时

内，向公司支付补偿。

所作承诺

常州乐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福恬医

乐康投资部分股

院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

份已于 2021 年 4

常州乐康
投资管理
中心（有
限合伙）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人民币 840 万元、980 万元和 1,100 万
元。如福恬医院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
润，则乐康投资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上市公司审

2016 年 2016 年至
02 月 15 2018 年三个
日

会计年度

月 23 日完成补偿，
剩余应补偿股份
待乐康投资质押
股份解押后实施

计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千

回购注销，其他主

足珍珠支付补偿。

体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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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仲裁申请书》
，就补偿义务人上海康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康瀚投资”）2018 年度业绩补偿事项申请仲裁。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受理公司仲
裁申请的同时，公司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以康瀚投资为被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对康瀚
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 4,584,040 股予以查封冻结；若上述股份无法查封冻结，则对康瀚投资的账号在 5,400 万
元范围内予以冻结或者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收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
（
【2019】沪 0151 财保 24 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对申请财产保全相关事项作出裁
定。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裁决书》
（2020 沪贸仲裁字第 0542 号）
。上海国
际仲裁中心做出裁定，康瀚投资向公司交付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242,753 股，由公司将该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2,242,753 股公司股份予以注销；若康瀚投资无法足额向公司交付上述 2,242,753 股，则差额部分由被申请人以
现金形式补偿（现金补偿金按发行的股份价格 11.78 元/股与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数之乘积计算）
。因康瀚投资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公司无法对其股份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就建华医院业绩补偿问题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
第二次仲裁，提出以康瀚投资、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赋敦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被申请人的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项下争议的仲裁申请。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收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
《FTZD202019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5.6）争议仲裁案开庭通知》
（2021 沪贸仲字第 03417 号）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于 2021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时 30 分开庭审理本案。截至目前，案件尚未裁决。公司将继续通过法
律途径，全力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
乐康投资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支付应返还的现金红利款 178,116.71 元，
因乐康投资股份 1,500,000
股被质押暂时无法解押，本次先补偿部分股份数量为 1,246,735 股，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 元回购并予以注销，
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1,246,735 股回购注销手
续。剩余应补偿股份待乐康投资质押股份解押后实施回购注销，同时公司将督促乐康投资尽快完成剩余需补
偿股份 530,047 股的回购及注销工作。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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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近年齐齐哈尔市人口净流出的实际情况，以及建华医院目前业务量尚未饱和的经营
状况，公司决定暂时中止建华医院内科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后续将根据建华医院的经营发
展情况，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决定是否继续投资建设；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
项目的主体大楼已投入使用，目前业务量尚未达到饱和，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决定不再继续投入建设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建华医院流动资金；康华医院二期工程项目已建设完成，公司决定将“康华医院二期工程建
设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投向新项目“康华医院二期门诊楼建设项目”。目前，“康华医院二
期门诊楼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中。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业绩预告的说明

-5,500 --

-4,500

-5,345.39 --

-2.89% --

15.81%

-0.12 --

-0.10

-0.12 --

0.00% --

16.67%

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为-2405.36 万元，若下属各医院二季度经营形势未发生重大
变化，则公司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为-4500 万元至-5500 万元之间。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合计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55,000

55,000

0

55,000

5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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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产品类
受托

型

金额

资金

起始

终止

资金

来源

日期

日期

投向

人）类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预期

年化

收益

收益

（如

率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型

报告

计提

未来

期损

减值

是否

是否

益实

准备

经过

还有

际收

金额

法定

委托

回情

（如

程序

理财

况

有）

计划

事项
概述
及相
关查
询索
引（如
有）

中国
农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保本浮
银行

动收益 11,000
型

诸暨

暂时

2021

闲置

年 02 年 05

募集

月 09 月 10

资金

日

2021

日

http://
结构
性存
款

浮动
收益

未到
3.51%

期

www.
是

是

cninfo
.com.c
n

市支
行
合计

11,000

--

--

--

--

--

--

0

0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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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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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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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