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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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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4604 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2021]003512 号）。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 3,218,860.73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24,737,928.52 元，年初未分配利润

-1,420,296,055.79元，2020年末未分配利润为-1,295,458,127.27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存在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鉴于公司2020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结合公司经营计划及实际经营需要，为保障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中珠 600568 中珠医疗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卫滨 李伟 

办公地址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六

楼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六

楼 

电话 0728-6402068 0728-6402068 

电子信箱 zz600568@126.com zz600568@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近几年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涉及医药、医疗和房地产。 

1、医药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生产和销售的医药产品以下属子公司

潜江制药眼科领域的专用药品为主，主要有珍珠明目滴眼液、色甘酸钠滴眼液、阿昔洛韦滴眼

液、盐酸羟苄唑滴眼液、阿昔洛韦分散片、加替沙星片等；在研产品中有具有降血脂防治中风

功效的 1.1 类化学药益母草碱（SCM-198）项目、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染料木素胶囊等。 

2、医疗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医疗产品方面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体医疗拥有的肿瘤治疗领域相关

产品生产及销售，包括 Hepatest 超声肝硬化检测仪、输液加热器、月亮神全身伽马刀等；中心

合作方面，报告期内，一体医疗与民营医院中心合作“肿瘤放疗中心”合作项目 13 家，目前 5 家

合作中心开始运营，其余处于筹建工作阶段；医院投资方面，报告期内，现已拥有桂南医院、

六安开发区医院、北京忠诚肿瘤医院（在建），公司将加强医院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

平。 

3、房地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房地产业务方面主要由下属控股子公司进行开发和销售，以住宅地产开

发为主，主要项目位于珠海。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按年初计划有序推进建设，珠海地区

在售项目 3 个，分别为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山海间一期、二期项目及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的春晓

悦居二期项目；在建项目 1 个，为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日大领域项目。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医药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体系定位于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道路，以新药研发为主线，

同时兼顾眼科领域系列产品研究、生产与销售，坚持寻求创新，在引进过程中提供专业服务和

产业转化能力。经营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公司由供应部负责对外采购工作，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供应

部根据生产计划确定原材料、包装材料等物料的采购计划，通过采购订单管理、采购付款管理，

合理控制采购库存，降低资金占用。 

2）生产模式：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订生产计划，严格按照 GMP 的要求安排生产，

从原料采购、人员配置、设备管理、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各方面，严格执行国家

相关规定；在药品的整个制造过程中，公司质控部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成品

进行全程检测及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3）销售模式：a.商业分销模式：利用物流配送企业网络建立销售渠道，将医药商业分销和

终端宣传相结合，进行市场分销推广。b.终端推广模式：由营销团队通过学术推广支持，推动

医疗及零售终端。c.招商代理模式：专科用药或在同质化产品中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利用代理

商资源实现销售覆盖。 

2、医疗 

公司自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在原有业务基础上新增了医疗及服务产业，确立抗肿瘤全产

业链的战略目标。目前，公司医疗业务方面已形成设备销售、合作分成、设备租赁、技术服务、

医院运营五大类基础合作模式，在此五类合作模式基础上，公司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进行组合，

从而为客户提供配套式服务。经营模式如下： 

1）商品销售模式：报告期内，一体医疗销售的设备主要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Hepatest

超声肝硬化检测仪及全身热疗系统、伽玛刀、输液加热器等产品，以及少量根据客户的需求而



经销的放疗设备与影像设备。其设备销售又细分为直接销售与经销两种模式。直接销售模式是

指公司通过自身营销团队直接把产品销售给医疗机构或医疗设备投资商；经销模式是把设备先

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通过其分销渠道销售给终端医疗机构的方式。 

2）中心合作模式：报告期内，以自产设备和外购设备如直线加速器、PET/CT 等大型医疗设

备及提供技术与支持服务作为投入，医疗机构以场地、机房与医技人员作为投入，双方合作建

立肿瘤诊疗中心，一体医疗按照约定的分成比例分期收回投资并获得收益的模式。根据国家政

策支持方向及相关监管要求，拟采用“合作分成”、“租赁”、“PPP”等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规定、

符合卫生部门要求的合作模式与相关方进行合作。 

3）设备租赁模式：把自主产品或者外购设备租赁给医院，医院在租赁期内按月支付固定金

额的租金给公司。 

4）技术服务与咨询模式：建立比较完整的技术服务与咨询团队，并不断完善形成公司独特

的管理体系、技术服务与咨询模式，为医院项目运行过程提供全程的完整价值链服务。 

5）医院经营模式：公司拥有在运营的桂南医院、六安医院和在建北京忠诚肿瘤医院；主要

经营模式为对社会开展门诊、住院、临床卫生服务、预防保健、健康体检与职业病检查、健康

管理、职业卫生管理等。 

3、房地产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由下属控股子公司进行开发和销售，位于珠海，以住宅地产开发

为主，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资源，下属控股子公司独立核算，实行目标责任制。报告期内

房地产情况，详见本报告“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三）报告期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20 年，自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疫情爆发以来，公司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各级政府

对病毒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为做到防疫和生产两不误，公司在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和要

求的同时，积极组织生产运营。基于多年来对医药、医疗和房地产行业的深刻理解，围绕企业

发展战略目标，始终秉承“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的经营思路，以规范发展为

基础，巩固、完善现有生产、销售体系，积极化解经营管理风险；持续推进新药的研发，将创

新研发作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断提升新药研发与后期产业化开发的能力；同时，根据政策

环境及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企业的运营模式，不断完善与客户的合作模式及内容，通过强化产

业链布局，完成多渠道资源整合，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行业情况说明 

1、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我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2020 年是新冠疫情

肆虐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医药行业砥砺奋进的一年。

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基本建成，医联体建设稳步推进；“互联网+医疗”政策利好明显，院外市场备

受关注；医院管理趋严，药品重点监控、医院绩效考核、临床综合评价等措施频出；“带量采购”

已然成为新时期药品集采的新原则，降价效果显著；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未过评品种

或将逐渐被淘汰出市场；医保目录调整进程加快，医保支付方式继续改进。除此之外，医药行

业面临持续高压，打击商业贿赂、医药价格和信用评价制度、医药代表备案等规范性文件陆续

出台，规范医药行业的方方面面。行业政策的不断出台，积极引导行业发展向优质和创新转型，

为医药行业规范发展和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医疗行业 

医疗行业是关系人类生命健康的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是衡

量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医疗产业

发展的战略地位。全球健康产业、健康事业由目前的疾病诊疗向“大健康”过渡，人民群众健

康管理意识日益增强，催生了超大规模、多层次且快速升级的医疗装备需求。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敲响了人类社会预防传染病大流行的警钟，行业需求快速增长，发展动



力强劲。报告期内，国家政府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支持医疗行业的发展，医疗行业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 

3、房地产行业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社会各行各业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国内经济

也严峻形势。作为经济发展重头戏的房地产行业，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坚持住房居住

属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完善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宜业宜居。” 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对于引导市场预

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限价限购限贷政策基本没有松动，房企融资渠道依然保持从紧态势，

我国房地产市场全年基本保持平稳，房地产长效机制继续加速建立，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运行

起到重要作用。 

（五）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1、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促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行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长周期

的特征，需要高额投入作为产业进入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医药行业与生命科学紧密相关，是一

个多学科先进技术和手段融合的高科技产业群体，其发展高度依赖创新，一种新药的研制，从

治疗靶点机理的发现、化合物的合成和生物制品的制备、筛选、药效及毒性试验、动物试验到

临床试验，直至最终批准上市，需经过多个环节的审批，前期的资金、技术投入需求较大，周

期较长。医药行业与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紧密相关，在整个消费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

为需求刚性最为突出的行业之一，医药行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都有广泛的需求，因此行业

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和区域性特点，由于不同季节的气候差异会导致各种疾病发病率的季节分

布不均，由此导致我国的医药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同时，药品销售的分布情况与当地

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2、医疗行业 

医疗行业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属于需求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但没有明显的周期

性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医疗健康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医疗相关行

业也在不断发展进步。随着“互联网+”的政策、技术、平台、服务的不断发展、合作模式的不

断创新，在互联网的持续影响和渗透下，医疗行业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大好契机。专业、深度、

开放、合作模式将是医疗产业新的发展趋势，而互联网成为最有力的驱动。“健康中国”战略的

实施，医疗健康产业成为了国家支柱性战略产业，政府也持续加大了对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扶

持力度。 

3、房地产行业 

2020 年，坚持“房住不炒”依然是楼市调控的主基调，房地产行业发展以稳为主的格局不变。

对房企而言，企业要更加注重产品、服务水平的提升，在城市投拓、营销节奏把控方面同步做

到“因城施策”，打造更加适应政策节奏调整的企业发展基因。稳定将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基

调，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实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长效调控机制，夯实城市政府主

体责任，切实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落到实处。 

（六）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是总部位于珠海的上市企业，具有 20 多年开发历史，注重技术创新，严格质量把关。

经过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树立起优质的品牌形象，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1）房地产业

方面，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管理经验，拥有自己专业的人才团队，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

系，对项目的前期调研、产品定位及中后期销售、客户服务等环节都有着科学完整的操作流程，

确保运营的专业化、标准化。（2）医药制造方面，下属子公司潜江制药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眼科用药生产基地，以眼科用药为主要特色，冻干剂、片剂、搽剂等为主要方

向，努力致力于稳步推进传统医药制剂发展，构建眼科用药生产基地及抗病毒、抗感染用药生



产基地；同时公司着力开发抗肿瘤新药、生物医药和中医药产品，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3）在研产品方面，具有降血脂、防中风功效的 1.1 类益母草碱（SCM-198）新药项目

拥有国内外多项专利，被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任务，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此外，还有益肾强骨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染料木素胶囊为中药第 1 类

产品等。（4）医疗产业方面，公司下属子公司一体医疗超声肝硬化产品连续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广东省科学进步一等奖，在技术方面具有同行业内领先地位，市场开发空间广阔。 

公司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全新的发展平台，也正面临着常态化的问题与挑战。公司将坚

持实施科学发展战略，继续依靠精准的产业布局、丰富的项目资源及灵活的资产运营，持续打

造与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保持和扩大公司的市场优势，通过资本和产业的有效联动，把公司

打造成一家深具影响力的优质上市公司。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525,334,908.56 4,780,552,153.72 -5.34 5,619,305,055.41 

营业收入 727,473,784.95 696,172,449.05 4.50 572,861,387.9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723,031,675.29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8,860.73 -369,497,677.89 100.87 -1,894,614,84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623,115.42 -563,262,022.21 89.59 -1,502,404,86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96,107,155.95 3,685,919,323.79 2.99 4,054,386,56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153,577.88 614,570,785.16 -59.62 -267,764,04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1854 100.86 -0.9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1854 100.86 -0.9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9.55 增加9.64个

百分点 

-37.5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2,678,078.74 187,741,991.85 177,808,518.67 229,245,19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66,521.66 -6,606,275.78 -14,687,297.22 49,278,95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369,211.04 -7,263,734.93 -16,393,591.48 -10,596,57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17,574.33 17,364,194.95 100,371,664.85 70,200,143.7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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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5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2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47,111,802 17.42 104,118,991 

质押 347,111,79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冻结 347,082,39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52,324,862 12.66 161,400,300 

质押 247,075,58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冻结 252,324,86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肖妃英   131,413,623 6.59   未知   未知 

深圳市朗地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27,848,000 6.42   质押 127,848,000 未知 

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66,458,359 3.33 47,075,016 

质押 66,446,47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冻结 66,458,35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武汉雪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武汉众邦资产定

增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39,725,722 1.99   未知   未知 

潜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 
  35,510,429 1.78   未知   未知 

崔志刚   27,996,219 1.40 2,817,099 未知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睿郡可交换私募债 2号

结构化债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2,533,005 0.63   未知   未知 

叶吉云   12,080,800 0.61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因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其所持中珠医疗部分股份质押在可交换公司债券质

押专户,上述股份分别合并计算。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为一致行动人，但公司未知其与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747.3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5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321.8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0.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5,862.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9.59%。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52,533.49

万元，比上年年末减少 5.3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379,610.72 万元，比上年年末增加 2.99%。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20 年，受全球新冠疫情、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公司努力化危为机、勇于主

动求变、科学合理应变，积极克服困难。牢牢把握“稳步、健康”的发展总基调，始终贯彻“以市

场为核心”的经营理念，确保自身经营业绩和市场地位的可持续发展。 

（二）2020 年相关经营数据 

 



 
项目名

称 
位置 

状

态 

占地面积 

(㎡） 

总建筑面积

(㎡） 

计容建筑面

积(㎡） 

计划总投资 

（万元） 

2020 年度新开工面

积(㎡） 

每平方米平均售价 

（元） 

累积已售或预

售面积(㎡） 

2020 年度结算面积

(㎡） 

累积结算

面积（㎡） 

库存去

化周期 

中珠上

郡一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竣

工 
28,987 84,896.53 60,870 25,623.21 

住宅  住宅  

59,323.92 

住宅  

59,032.11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169.45 

车库  车库  车库 689.32 

中珠上

郡二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竣

工 
21,970.50 67,022.61 57,071.98 28,284.51 

住宅  住宅 9,000.00 

52,871.71 

住宅 272.43 

50,743.51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库  车库  车库 184.16 

中珠上

郡三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竣

工 
31,383.8 85,857.04 65,723.23 47,649.00 

住宅  住宅 9,500.00 

65,948.88 

住宅 158.24 

63,188.79 无 商铺  商铺 15,000.00 商铺  

车库  车库 10,000.00 车库 158.51 

中珠上

郡四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竣

工 
27,776 49,860.25 41,659.48 25,000.00 

住宅  住宅 10,500.00 

40,507.02 

住宅  

40,389.85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库  车库  车库  

日大山

海间一

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竣

工 
10,018.93 25,541.00 20,017.34 23,037.00 

住宅  住宅 16,500.00 

19,504.83 

住宅 2,600.14 

19,347.24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库  车库  车库 69.26 

日大山

海间二

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竣

工 
16,110.38 45,087.63 37,046.90 36,000.00 

住宅  住宅 15,500.00 

27,170.60 

住宅 10,724.27 

23,440.55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279.12 

车库  车库  车库  

日大领

域 

珠海金湾区

红旗镇 

在

建 
15,576.94 55,018.83 40,017.38 38,500.00 

住宅  住宅  

  

住宅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库  车库  车库  

春晓悦

居一期 

斗门区白蕉

镇金田二路

98 号 

竣

工 
19,316.56 57,819.70 42,496.43 31,960.00 

住宅  住宅 7,183.13 

39,548.84 

住宅  

39,548.84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库  车库  车库  

春晓悦

居二期 

斗门区白蕉

镇金田二路

98 号 

竣

工 
21,300.98 57,746.53 46,862.16 34,810.00 

住宅  住宅 11,149.81 

46,122.29 

住宅 3,043.41 

44,631.55 无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库  车库  车库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中珠医疗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

1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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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应收账款 122,333,181.17 -315,776.50 --- -315,776.50 122,017,404.67 

存货 761,685,234.73 --- -14,073,051.62 -14,073,051.62 747,612,183.11 

合同资产 --- 315,776.50 --- 315,776.50 315,776.50 

其他流动资产 32,225,181.89 --- -1,526,522.05 -1,526,522.05 30,698,659.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751,934.17 --- -146,088.21 -146,088.21 57,605,845.96 

预收款项 168,946,830.48 -168,946,830.48 --- -168,946,830.48 --- 

合同负债 --- 142,042,383.80 --- 142,042,383.80 142,042,383.80 

应交税费 142,736,033.49 --- 9,431.44 9,431.44 142,745,464.93 

其他流动负债 --- 7,361,869.58 --- 7,361,869.58 7,361,869.58 

递延所得税负债 67,299,528.89 --- -1,182,524.54 -1,182,524.54 66,117,004.35 

未分配利润 -1,398,833,333.61 --- 4,970,008.32 4,970,008.32 -1,393,863,325.29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应收账款 108,873,901.47 109,239,290.09 -365,388.62 

合同资产 365,388.62 --- 365,388.62 

预收款项 --- 91,531,194.49 -91,531,194.49 

合同负债 49,236,130.62 --- 49,236,130.62 

其他流动负债 2,804,960.87 --- 2,804,960.87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收入 727,473,784.95 689,864,163.03 37,609,621.92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550,187,425.01 518,291,081.85 31,896,343.16 

税金及附加 15,202,437.59 13,967,867.94 1,234,569.65 

销售费用 25,670,824.57 29,409,892.54 -3,739,067.97 

所得税费用（含递延所得税费用） 27,898,573.68 27,599,344.38 299,229.30 

净利润 114,691,074.89 106,772,527.11 7,918,547.78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36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6.67 96.67 

湖北健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0.00 90.00 

慈象药业湖北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二级 39.98 39.98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珠海市春晓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珠海市泽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珠（珠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珠海中珠仁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0.00 70.00 

澳门仁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珠中科干细胞基因科技（珠海横琴）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1.00 51.00 

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00 60.00 

玉林市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珠海中珠益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六安开发区医院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5.00 65.00 

横琴中珠富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9.50 99.50 

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5.00 85.00 

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毫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1.00 51.00 

成都青羊正泰健联家诊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成都中珠健联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珠海中珠来泰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0.00 70.00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西安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4 51.04 

保山纳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一体医疗（濮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北京一体云康远程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北京一体智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2.82 62.82 

新疆中珠泽恩经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西安恒泰本草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珠海市今朝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0.00 70.00 

广州新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0.00 70.0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

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1）在子公司中权益”。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0户，减少 2户，其中： 

1、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湖北普奇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2019 年已注销 

广州一体智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 年已注销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九、1.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