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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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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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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

性、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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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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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说明。 

 

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结果

，公司2021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358.64万元，2021年年初合并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12,811.46万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1,452.82万元；母公司2021年实现净利润-213.59万元

，2021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36,520.57万元，母公司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36,734.16万元，不具

备利润分配条件。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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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盛医疗 600767 ST运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童霓 杨晨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银泰中心in99T3写字楼2806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银泰中心in99T3写字楼2806 

电话 028-61666968 028-61666968 

电子信箱 600767@winsan.cn 600767@winsa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2021 年 3 季度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行业代码：I65）。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细分行业为医疗卫生信息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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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任务推进和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入，医疗信息化作为提

升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的主要支撑手段，正

处于全面增速发展阶段，在各项改革创新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前景发展可

观，产业年增长率 15%以上。“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聚焦智慧医疗，推动数字化医疗服务，全力

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同时明确了数字化应用场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和病历、电

子处方等数据库，加快卫生机构数据共享；推广远程医疗，推进医学影像辅助判读、临床辅助诊

断等应用；运用大数据提升对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为的监管能力等，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根

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预计 2020 年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将接近 809.7 亿元。预计

2020-2025 年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73%，到 2025 年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

规模将达到 1,288.2 亿元。以往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更多的是帮助医疗机构更好、更高效的管理业

务流程，属于存量业务的升级和整合，而新一代信息技术带给医疗行业的提升前景巨大，伴随着

物联网的普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临床辅助决策、医疗数据共享、药物研发、保险

支付、公共卫生等领域都将迎来突破，带动医疗机构服务增量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全民全社会的

医疗服务和健康卫生服务的品质，医疗大数据及医疗信息化应用场景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成熟。 

2021 年 2 月 18 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数字化改革大会，揭开了全省域推进数字化改革的

大幕。围绕建设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的“健康大脑+智慧医疗”目标，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现代化未来导向，构建“1314”卫生健康数字化改革总框架，从“场景化”“一件事”多跨协

同业务切入，从最重要的核心业务入手，实现卫生健康体制机制、服务体系、方式流程、手段工

具等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从整体上推动卫生健康服务与治理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根本上实现卫生健康整体智治、高效协同。 

2021 年 8 月 19 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卫生健康领域推进高质量建设发展共

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在设置大力建设卫生健康数字化高地重大任务

中提出：全省域推行“健康大脑+”体系建设，建成“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1+N”浙江健康

云，实施卫生健康“云网计划”；打造“健康大脑+”应用场景。构建群众看病就医“一件事”、 院前急

救“一件事”等场景，积极推广智慧医疗应用。 

（二）医疗服务行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意识提高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医改政策重点放在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上，完善了分级诊疗服务体系，解决看病“两头难”，搭建全民医保体系，解决医保全覆盖。 

目前中医医疗服务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效益逐步凸显，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20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 年末，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72,355

个，其中：中医类医院 5,482 个，中医类门诊部、诊所 66,830 个，中医类研究机构 43 个。机构

总数较 2019 年增加 6,546 个，其中中医类医院增加 250 个，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 6,295 个。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

规划》也提出：到 2025 年，中医医疗机构数达到 9.5 万个，中医医院数达到 6300 个。 同时以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中医药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领域的应用会作出更大贡献。 

旌德县中医院未来仍将坚持中医特色科室建设，加大与综合性医院、中医药科研型机构的交

流与合作，提升诊疗服务水平。 

（三）医疗流通行业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的若干意见》和《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等

纲领性政策文件的指导下，“三医联动”、带量采购、阳光招标、两票制全面落地等一系列医改政

策的持续推进，分级诊疗演进出新模式、新路径，医保控费升级、目录更新、支付制度改革试点

等，驱动药品流通行业格局持续调整，药品流动企业由传统的拓展产品及客户等内生式增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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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购重组等外延式扩张，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医疗器械流通属于完全竞争行业，企业数

量众多，企业间竞争极为激烈，存在集中度低、专业化服务程度低等特点。 

随着国家对医疗行业发展的愈发重视，鼓励创新和加速审批等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人们医疗

卫生支出增加和健康意识增强，将驱动医疗器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

2021-2025 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由 8,336 亿元增至 12,48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6%。 

当前，公司以医疗信息化业务为支撑，结合医疗服务业务及医药流通业务推动公司整体发展。

具体如下： 

（一）医疗信息化业务 

公司医疗信息化业务主要依托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在丽水市投资开发及运营的丽水市人口健

康信息化 PPP 项目。丽水运盛充分发挥丽水市一张卫生专网、一套综合信息平台，一体化平台服

务体系的综合优势，以卫生健康领域推进高质量建设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开展创新

型医疗健康信息化产品的研发和运营服务。围绕居民、政府、医院、卫生机构开展医疗健康数据

的互联共享，打造“城市大脑医疗大数据板块”、“数字政府数据管理板块”、“共同富裕健康服务板

块”，为丽水市共同富裕医疗卫生数字化改革提供信息化支持。目前丽水运盛业务主要覆盖浙江省

丽水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市级、区县级医疗事业单位及其下属医疗机构及相关单位。 

公司于 2015 年通过竞争性磋商报价方式投标获得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 PPP 项目。根据项

目合同，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作为项目公司以“项目投资、开发和运营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 的

运作方式实施丽水市人口信息化工程项目。项目特许经营期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政府付费总额为 1,767 万元，自 2016 年起每年支付 176.7 万元。 

（二）医疗服务业务 

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为旌德县中医院提供咨询管理服务。 

（三）医疗流通业务 

公司医疗流通业务主要为医疗试剂、医疗器械及耗材、医疗智能产品的采购及销售。通过获

取上游医疗试剂、医疗器械及耗材及医疗智能产品的资源，向下游政府、医院、卫生院、经销商

等机构和个人进行相关产品的销售，同时为其提供采购、仓储、物流配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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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15,329,363.38 334,074,382.81 -5.61 379,020,79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2,762,888.35 223,778,978.17 8.48 214,199,593.66 

营业收入 51,867,367.430000 48,673,763.620000 6.56 132,499,4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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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2,442.610000 40,523,047.490000 -30.48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586,398.05 9,639,487.16 40.95 -70,288,2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2,548,906.49 1,385,761.74 -283.94 -79,840,9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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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28,990.34 36,741,028.06 -90.94 -42,016,31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892 4.400 

增加1.49个百

分点 
-28.04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98 0.0280 42.14 -0.2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98 0.0280 42.14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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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5,824.33 5,808,796.50 8,545,902.32 29,956,84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69,701.03 414,066.03 -191,190.46 12,193,8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75,521.46 -2,333,398.69 -2,480,904.16 2,840,91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45,743.80 5,462,789.13 1,240,535.11 6,671,409.9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7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3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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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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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耘合信（海

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82,979,928 82,979,928 24.3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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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逸亮 2,786,900 4,455,306 1.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玉仙 3,742,700 3,742,700 1.1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紫英 3,697,270 3,697,270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  伟 590,000 3,092,377 0.9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伍锦湛 2,662,800 2,662,80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  瑜 -492,600 2,101,7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铌蔼 -5,300 1,906,017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  国 1,887,900 1,887,9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章芬 0 1,805,8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华耘合信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大

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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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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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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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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86.74万元，较上期同期增加了 6.56%；实现营业利润 2,369.06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45.08 万元；利润总额 1,814.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01.45 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8.64 万元，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30.88万元，同比上期增加-254.89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 31,532.94 万元，较期初下降 5.6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

修订）第 9.3.2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