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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3                             证券简称：盈康生命                         公告编号：2022-066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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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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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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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康生命 股票代码 3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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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园园 李然 

电话 0532-55776787 0532-55776787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 号盈康

一生大厦 17 楼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 号盈康

一生大厦 17 楼 

电子信箱 inkonlife@inkonlife.com inkonlife@inkonlif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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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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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74,870,423.37 298,741,317.84 535,552,059.89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289,785.76 23,649,360.59 41,589,655.89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5,052,785.31 -7,472,004.92 -7,321,562.44 71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28,654.91 68,479,010.95 102,928,898.71 -69.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0369 0.0649 13.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0369 0.0649 1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1.08% 1.94% 0.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510,816,344.56 2,666,537,630.83 2,473,064,924.99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4,083,035.98 2,183,801,109.85 1,773,580,427.79 2.85% 

注：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完成收购苏州广慈 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苏州广慈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故公司存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情况。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5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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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盈康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69% 254,876,285 96,312,746   

叶运寿 境内自然人 2.59% 16,635,293  冻结 16,635,293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2.37% 15,2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安

康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7% 13,271,513    

青岛海创智管理咨

询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11,104,5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睿郡稳享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10,116,02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88% 5,667,404    

陈纯萍 境内自然人 0.84% 5,4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平智远三

个月定期开放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9% 5,041,500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 国有法人 0.74% 4,72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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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青岛盈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和青岛海

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章志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0,000 股，通过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15,25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全资子公司向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捐赠 

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推动当地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推进青年医护人才队伍

建设，结合共青团援藏工作安排，公司全资子公司玛西普医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向中国青年创

业就业基金会捐赠了一套玛西普品牌的“头部多源伽玛射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型号：SRRS+）”

（含一台治疗设备和一套钴放射源）以及为期三年的维护、材料更换等服务，定向用于资助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有关医疗机构建设“盈康一生青年基层公共卫生教研实践基地”，通过提升软硬件条件，培育青年

医护人才，推动林芝市医疗卫生公益事业发展。 

2022 年 1 月 11 日，玛西普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林芝市人民政府就上述捐赠事项签署了《捐赠合作协议》。本次捐赠事项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

进一流医疗资源可及的实质性举措，能够进一步提升西藏自治区放射治疗水平，推进青年医护人才队伍

建设，促进当地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本次对外捐赠契合“健康中国”发展理念，展现了国产高端放疗设备

品牌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和品牌影响力，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2、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引导长

期理性价值投资，同时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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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8 元/股（均含本数），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截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已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509,3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最高成交价为 21.8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5.30 元/股，支付的总

金额为 50,000,708.48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

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公司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为了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人员的积极性，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

决定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

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 年 1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与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3）2022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激励计划

获得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2022 年 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2022 年 2 月 8 日作为

授予日，以 7.27 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1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418.90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

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2022 年 2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股份计划的公

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青岛海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海创智”）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及对公司经营前景的信心，计划自 2022 年 2 月 11 日起 6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含本次）金额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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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00 万元，且不超过 6,000 万元。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截至 2022 年 5 月 9 日，海创智已累计

增持 5,239,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 0.82%，累计增

持金额为 5,999.91 万元，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再次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股份计划

的公告》，海创智计划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且不超过 6,000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价格区间。截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海创智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股份 5,86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 0.92%，累计增持金额为 4,958.84 万元，已完成本

次增持计划。 

5、托管上海永慈康复医院 

为进一步解决和避免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旗下医院与公司医疗服务板块的同业竞争，充分

利用公司在医疗服务领域的管理运营经验，推进一流医疗资源可及，实现“天下人一生盈康”的企业愿景，

公司与上海永慈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慈投资”）、上海永慈康复医院（以下简称“永慈

医院”）于 2022 年 3 月 7 日签订了《关于上海永慈康复医院之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永慈医院的经营

权、管理权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对永慈医院的运营实施管理，托管期限为三年，并根据协议约定收取

相应委托管理费用。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关于上海永慈康复医院之委托管理协议〉的议

案》。在托管期间，公司将为永慈医院重点打造数字化医疗能力、大学科发展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及

综合运营能力，同时依托永慈医院重症康复的经验，为公司带来疗效体验差异化的协同能力。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注：2021年11月18日公司完成收购苏州广慈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苏州广慈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故公司存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情况。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